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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角靈糧堂 
崇拜秩序表 靈糧週刊 

主席：蘇詠雅姊妹(早、中堂) 讀經：蘇詠雅姊妹(早、中堂) 
郭偉傑傳道(午堂) 郭偉傑傳道(午堂) 

司琴：黃煦珊姊妹(早、中堂) 證道：關栩楨傳道 
何沛君姊妹(午堂)  

頌唱 頌讚全能上帝(早、中堂) 
清風輕吹天空掛着耀眼太陽，山嶺滄海屈膝俯拜大地發響；遍地鳥語花香，蝶起
舞舞影雙雙。看着細想，從內裏欣賞。心中感恩不止息，全地和應頌揚，凡有氣
息歡呼拍掌！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是祢恩手創造掌管一切。漫天星宿是祢作
為，不可猜測估計，神獨有智慧要彰顯萬世。頌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萬有諸天
說述祢的恩惠。地與深海同拍和，山嶺吶喊呼應，神大愛共永，地與天同共證。 

住在祢裏面(早、中堂) 
在乾旱無水之地我渴慕祢，在曠野無人之處我尋求祢。 
得救在乎歸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靜安穩，我等候祢，如鷹展翅上騰。 
住在祢裏面，住在祢裏面，如同枝子與葡萄樹緊緊相連。 
住在祢裏面，住在祢裏面，領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誠心敬拜(午堂) 
全心歡欣，屈膝敬拜，頌讚祢永活神。誠心歡欣，屈膝敬拜，讚美祢萬世君。 
無所不知真理運行，智慧遍佈穹蒼。難料蹤跡，不可測透，卻捨身救贖我。 
全心歡欣，屈膝敬拜，頌讚祢永活神，誠心歡欣，屈膝敬拜，讚美祢萬世君。 
全為犧牲遮蓋罪尤，永遠看顧憐憫，神恩滔滔，施恩拯救，我一生靠着祢。 
頌讚祂，永生神，傾出一生捨己為救恩，頌讚祂，至高神，基督恩典一生永護蔭。 

滿有能力(午堂) 
我的盼望就在耶穌基督裏，在祢裏面滿有平安。 
生命泉源就在耶穌基督裏，有主在我裏面活着。 
我宣告在我裏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屬這世界，我高舉耶穌的名。 
我宣告在我裏面有活水湧流滿有能力，有耶穌在我裏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有主在我裏面，沒有懼怕能戰勝仇敵。有主在我裏面，沒有懼怕還得勝有餘。 

讀經 箴言二十九章八至十一節 

證道 忍氣含怒顯智慧 

公禱及報告  
回應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 

祝福  

堂委員會成員：劉志良(主席)、洪永佳(副主席兼司庫)、梁樹新(司數)、關栩楨(文書)； 
行政部：李自強（部長）、程楚民（副部長）；宣教部：關栩楨 (部長)、王傑頤 (副部長） 
牧養部：郭偉傑（部長）；委員：鍾靄聆傳道；香港堂代表：徐儀鑫、梅結懿、葉玲玲 
教牧：劉志良牧師(堂主任)、郭偉傑傳道、關栩楨傳道、鍾靄聆傳道、邱麗娜傳道(部分職) 
幹事：顏文彪  堂務員(部分職)：楊敏華、盧二鳳、鍾玉芬   實習傳道：詹日昇 
辦公地址：九龍荔枝角道 873 號西九龍薈一樓香港靈糧堂秀德幼稚園 
電話號碼：3520 2231（校牧室）       緊急聯絡：9098 2499（當值同工） 
網址：lckllc.net ;  alayluya.com/hkllcLaiChiKok1     電郵：lckllchk@yahoo.com.hk 

https://www.lckllc.net/
https://alayluya.com/hkllcLaiChiKok1/shop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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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簡報（有*號者乃首次刊登或近期更新的報告事項） 

1. 歡迎蒞臨* 歡迎你參加我們的實體與網上聚會。願你一家蒙福。進場參加聚會者請留意： 
A. 如有身體不適，為免交叉感染，請留在家收看網上崇拜影音。 
B. 如乃社區隔離或家居隔離者，請留在家收看網上崇拜影音。 
C. 須掃瞄安心出行二維碼 (請參閱以下第 3 項疫苗護照的內容)。 
D. 十二歲或以上者請出示接種第三針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的通行證。 
E. 消毒雙手及量度體溫。 
F. 全程佩戴口罩及請勿進食或飲水。 
本堂須遵守政府對宗教場所的要求，如為你帶來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2. 自我檢測 本堂為加強保障聚會的家長及孩子的健康，並減低COVID19 擴散傳播的風

險，所以推行聚會前早上自行檢測計劃，為所有聚會者提供每人一份快速檢

測包，供下次到來聚會時先於早上進行快速測試，屬陰性才返來聚會，屬陽

性則呈報政府跟進。各到來聚會的家長和孩子皆可自取一份檢測包備用。 
3. 疫苗護照* 政府已於各學校及宗教場所推行「疫苗通行證」計劃，出入者必須掃瞄

安心出行二維碼，以及除該校學生、具醫生證明書宣示不宜接種者或具

康復紀錄二維碼者（均須出示證明），必須已最少接種了第三劑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因本堂於秀德校園內聚會，凡進場者及十二歲或以上

的會眾須遵守有關指引，出示接種疫苗的數碼證書或實體證書。不便之

處，敬請見諒。詳參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vaccine-pass.html  
4. 網上聚會 本堂為不便參加實體崇拜者提供網上成人崇拜及網上兒童崇拜，而牧養

小組則按各組實際情況安排網上聚會。會眾亦可自行連結每周更新一次

的成人崇拜錄影（https://alayluya.com/article/202208-1）及每月更新一集

的兒童崇拜錄影（https://alayluya.com/article/202205-2）並登入參加聚會。 
5. 培靈研經* 每年一度的港九培靈研經大會定於八月一至十日舉行。今年因疫情影

響，不設現場聚會，全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我們鼓勵各人可登入以下

網址 https://www.hkbibleconference.org/ ，收看三位講員(李思敬牧師、

鮑維均牧師及柯貝爾牧師)傳講《永恆的盼望》這主題信息。 

6. 孩子升學* 感謝神恩，今年小六升中的學員都獲派理想的學校。祝願他們在中學階

段的學習也同蒙恩惠，全人發展，美好成長。又仰望神保守他們在本堂

的青少年班別有美好學習，得培訓成為成熟的青少年領袖。 

7. 課程報名* 本堂下年度 Awana 及基督少年軍課程（今年九月份開始上課）已開始

報名。請各家長留意：本堂為响應防疫需要及加強環保，也提升行政效

率，今年度起改由家長填寫電子報名表，並以銀行轉賬或轉數快形式交

費（詳參報名資料內的有關說明）。舊學員及新報名者應已獲得有關報

名表，並已收到繳費通知。未報名跟進的舊學員已失去優先報讀的機

會，如個別班級仍有空缺，將會向外開放，讓香港靈糧堂秀德幼稚園的

學生和社區的孩子報讀。如有疑問或有困難，歡迎各家長與本堂同工聯

繫。具特殊情況者，可獲考慮酌情處理。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vaccine-pass.html
https://alayluya.com/article/202208-1
https://alayluya.com/article/202205-2
https://www.hkbibleconference.org/


 
 

8. 感恩消息* 本堂因人數增長及事工增多，除了在禮拜日需要場地使用，在平日也需

要場地開設家長班、培育課程及青少年聚會等。感謝神恩預備，香港靈

糧堂幼園校董會經商議後，同意自八月一日起，本堂可全時間使用在往

深盛路入口扶手電梯旁的「嬰幼天地」發展堂校家長與學生事工。本堂

將運用該場地按序開設家長教育課程、嬰幼親子班、青少年訓練活動

等。詳情將於稍後公佈。請會眾為此事感恩祈禱，求神賜教牧與領袖智

慧善用場地發展堂校合作聖工。 
9. 聘堂務員* 本堂誠聘部分職堂務員，工作時間為禮拜六下午五時半至八時半，禮拜日早

上八時至下午二時。有意者可向郭偉傑傳道查詢工作及待遇詳情。 

10. 招募導師 本堂招募兒童與青少年導師，負責教導 Awana 或基督少年軍課程。凡

已受水禮的會眾，具愛護與教導兒童及青少年的心志，願意接受培訓，

參與本堂教學團隊服事，歡迎加入。請聯繫郭偉傑傳道。 

11. 代禱服事 會眾如有代禱需要，請聯繫本堂同工，我們樂意為你們祈禱求神施恩。 

12. 牧關輔導 會眾若心靈不安，情緒起伏，需尋求教牧輔導，請從速聯繫本堂教牧。 
13. 升學推薦 本堂樂意為會友及恆常參加聚會(出席率達一半或以上)的孩子撰寫推

薦信，如有需要，請備妥學校名稱、校長名字等資料並聯絡劉牧師。 
14. 感恩奉獻 

 
會眾如有感動向神作感恩奉獻，可把現金或支票（抬頭：荔枝角靈糧堂）

放入奉獻封，然後投入奉獻箱內。下主日周刊將登載奉獻封號碼及金

額，供奉獻者核對。具名奉獻者可獲發慈善團體免稅收據(通常於每年

五月初發出，奉獻者如想按次取收據，請於奉獻封上註明)。如想以銀

行存款或轉賬形式奉獻，請掃瞄左面的二維碼，瞭解有關安排。 

16. 七月三十一日主日崇拜人數*：早堂及中堂：成人182 兒童153；午堂：成人94 兒童75 
                            （網上崇拜人數沒有計算在內） 

15. 徵信記錄* 荔枝角靈糧堂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至三十一日收到的奉獻如下： 
奉獻封號 主日 十一 常費 感恩 宣教 發展 慈惠 其他 合計 備註 

4454  2,700.00  300.00     3,000.00  
4678    500.00     500.00  
4681    100.00     100.00  
4775   1,000.00 1,000.00 1,000.00   500.00 3,500.00  
4777  4,700.00       4,700.00  
4778  17,000.00   1,000.00 3,000.00   21,000.00  
4780    4,000.00     4,000.00  
4782    500.00     500.00  
投箱 100.00        100.00  
總數 100.00 24,400.00 1,000.00 6,400.00 2,000.00 3,000.00 0 500.00 37,400.00  

 

 
荔枝角靈糧堂二零二二年八月一至五日收到的奉獻如下： 

奉獻封號 主日 十一 常費 感恩 宣教 發展 慈惠 其他 合計 備註 
4467   2,000.00      2,000.00 轉數快 
總數 0 0 2,000.00 0 0 0 0 0 2,000.00  

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https://1drv.ms/b/s!AvDLlUuzLhusvAQ0heSl741CAxIN?e=1ZFa42�


 
 

 
Awana 兒童及青少年課程(早堂) 七月份準時獎 

Puggles A 陳耀多、曹子柔、劉慕兒、梁依諾、伍浚銘、王崇傑、楊祉延、陳家宏、

王瀚林、姜欣蕎 
Cubbies 1A 周晞陶、郭定之、林芯悠、劉熹信 
Cubbies 2A 陳樂言、曹子希、曹子賢、周晉康、葉敬同、林可琦、安聲頌、黃敬皓 
Sparks 1A 陳頌千、周承禧、程心、顧雅然、劉頌一、伍恩霖、王曉晴、王嘉敏、

王苑淇、楊蔚然 
Sparks 2A 陳歌莉、陳思言、周晉樂、葉敬知、郭正諺、林皓信、劉悅婷、梁天諾、

梁芷君、安恩在、蘇一禮、姜欣娜 
Sparks 3A 趙子晴、許逸朗、顧曦茵、林焯曦、林耀紳、劉旨悅、李千雪、伍俙霖、

蘇心悅、楊斐然 
T&T UA1A 陳信祈、鄭嘉誠、鄭樂盈、程天、林焯賢、劉懿恩、馬愷晴、吳俊賢、

伍思行、倪琮賀、鄧郅垚、黃祉媛、王逸俊  
Awana 兒童及青少年課程(中堂) 七月份準時獎 

Cubbies 2B 梁凱欣、梁心瀅、曾載善、黃沛禧 
Sparks 1B 歐詠雪、歐陽緹曦、畢凱喬、徐頌恆、洪憫謙、黎逸飛、萬禧瑜、 

孫沚殷、葉旨恩、林依璇、劉加駿 
Sparks 2B 陳傳希、徐頌謙、許芯瑜、林傲思、劉逸瑤、伍健豪、布卓軒 
T&T UA1B 陳睿哲、蔡贊恩、周楚宜、鍾朗溢、徐子銓、李芷翹、梁晉瑜、梁雅媛、

潘藍、石昊朗、黃啟朗、黃雋恩、楊子樂 
T&T UA2B 陳傳恩、張安翹、杜芯晴、劉紫晴、劉逸豐、顏頌言、劉心妤 
T&T UC1B 趙立仁、許逸信、曾載言 
T&T UC2B 陳傳愛、鄭儁樂、傅浚熙、梁顥雋、凌善言、姚天晴 
Smart Ts 顏樂言、曾載恩、黃樂琳 

 

基督少年軍課程(午堂) 七月份準時獎 
小綿羊 Puggles 蔡爾萱、王以心、邱淳義、楊浩悅、趙聲仲、鄧天頤、霍希賢、陳曉和 
小綿羊 A 班 陳梓萄、許嘉桓、郭苡霖、李卓祈、李晉樂、梁煥烯、譚家蔚、余彥希、

文馨瑩、馮安希、吳卓欣、袁尚鍒 
小綿羊 B 班 陳咫瑜、趙聲帆、馮子灝、姜信希、黎悅迦、李雪瀅、李彥霏、莫苡綝、

吳苡銜、鄧晨悅、庾雅穎 
幼級組 A 班 蔡昕霖、朱珈瑩、高靖然、馬詩律、司徒鈺妍、鄧日珈、余哲寧 
幼級組 B 班 陳以諾、蔡爾行、范芊雪、莫以洛、吳凱𦾾𦾾、蕭正澄 
幼級組 C 班 李晉謙、龍昕榆 
初級組 陳以喬、張智溢、范芊玥、梁予深、馬思齊、文松謙、吳凱蕎、宋子朗、

蕭正言、鄧崇昱、王恩洛、劉芷姸、王樂恩 
謹此恭賀以上學員！ 



 
 

牧者的話             保留，還是不保留？          劉志良牧師 

中文的文字可以淺白，但意

義卻很深遠，可說是雖淺猶深。

舉例說：「保留」這詞語是淺白

的，但卻包含深邃的意思。那就

讓我們由淺入深地談論一下。 
 
對物 

我們最常使用「保留」這詞

語是對物件的保留與否，那就是

要保存，還是丟棄？事實上，不

少人常面對保留與否的掙扎，包

括舊的衣服、過期雜誌、幼時物

品等。每年到了暑假，又是要對

孩子物件下決定保留或不保留的

時候了。若要保留，須想一想有

否空間存放新學年的物資？若不

保留，在有需要時便要花錢再

買。當家居因保留儲存的物資愈

發增多而空間減少，家人之間的

磨擦便會加增。但這邊廂丟棄，

那邊廂卻又補購的話，在資源有

限的家庭也可能是釀成衝突的導

火線。 
 
對人 

我們亦會在對人的層面使用

「保留」這詞語。對某人「有所

保留」就是對他的品格或能力等

存有懷疑，「毫不保留」則多是

指完全信任。明顯地，對人的信

任多是漸漸累積而成的，從初認

識時的「有所保留」漸漸演變為

「毫不保留」。但當然也會因被

發現不夠真誠度，而由起初的「沒

有保留」變為「有所保留」，甚

至是「有很大程度的保留」。這

一點若是應用在家庭夫妻的關係

上，更是影響深遠的。因為若是

夫妻之間因互不信任而「各有保

留」，便是與名曲《愛是不保留》

唱反調了。家庭又怎會幸福呢！ 
 
對事 

再進一步的「保留與否」乃

是對事方面的。那多數是對事情

的判斷角度或處理的妥善程度而

出發的。若對判斷或做法存有不

同的意見，甚或極不同意時，便

說為「有所保留」；但對判斷或

做法認同支持的，便說是「毫不

保留」，也就是完全認同的意思。

那麼你對世界的事，是「有所保

留」還是「毫不保留」？ 
 
對主 

最後是我們對主有沒有保留

的問題。若有人是「有所保留」，

即是他並沒有全心信靠主和委身



 
 

信仰，對很多事情斤斤計較，不

會全然投入教會生活。不但為自

己保留很多時間和資源，也對主

和教會付出很少的代價和關心。

在外觀上，僅是有限度的參與，

多方面皆不投入。在聚會時輕輕

的來，也輕輕地走，不帶走一點

雲彩。 

相反來說，有的人卻因感受

到主的愛極深，知道主因愛我

們，便毫不保留地付上生命重價

來救贖我們，為我們犧牲受苦受

死，也就被主愛激勵，委身回報

主恩，愛主不保留，毫不計較為

事奉付上了多少的時間和代價。 

     聖經記載馬利亞感謝主耶穌

拯救她的兄弟拉撒路（參約十二

1-3），就趁耶穌來到伯大尼那被

治癒大痲瘋的西門家裏坐席的時

候，「拿着一玉瓶至貴的真哪噠

香膏來，打破玉瓶，把膏澆在耶

穌的頭上。」旁邊的人看出那是

值三十多兩銀子的珍品（價值是

常人近一年的工資），便批評她

是「枉費香膏」。但耶穌卻讚賞

「她所做的，是盡她所能的」。

（參可十四 3-9）那是從主耶穌的

口中印證馬利亞感恩的愛，是毫

不保留的。 

我們有否感受到主耶穌的恩

和祂的愛呢？我們對祂的回應，

是保留，還是不保留？ 
 
結語 

一個家庭是否喜樂和滿有生

命力，關鍵是家人之間是否有不

保留的愛。當家人願意毫不保留

付上代價來服事來關愛，家人之

間便被愛所激勵，以愛心服事作

回報。這樣，家人便一起享受愛

的豐盛成果。但家人若是各有保

留，只想在家裏取得個人好處，

而不願意付出自己的一分力，那

家的資源便在家人各自保留下變

為匱乏，家不成家。須知道家就

應該是不保留地愛的空間呢！ 

那麼你對你家的付出，是保

留，還是不保留？你對神的家的

付出，又是保留，還是不保留？ 

 

 

 

 

 



 
 

每日祈禱事項 
日期 祈禱主題 祈禱事項 

7/8 (日) 榮神益人 親愛的天父，感謝祢賜我們學習聖經真理的機會，讓我

們的靈命得以成長。祈求祢賜我們智慧、在生活上實踐

應用，以致我們不會知而不行，而是能夠表裏一致。但

願祢加我們信心和能力，讓我們能過榮神益人的生活，

不但自己平安蒙福，也叫親友透過我們認識祢，得到祢

的恩福。 
8/8 (一) 教師守望 仰望主施恩看顧香港的教師們，他們今年的暑假份外

短，有的剛開始，但有的還未開始，可是到八月下旬便

要回校開會，預備下學年的工作了。祈求主保守他們休

息平安，早日重新得力。 
9/8 (二) 香港守望 祈求主賜福香港，施恩保守特區首長及各官員身體健

康、心靈強健，既有公義治港的決心，也有關愛市民的

心懷。願主賜他們智慧帶領香港應對疫情防控等挑戰，

並突破經濟下行的困局，讓市民早日能安居樂業。 
10/8 (三) 台海守望 祈求主顯大能保守台海地區和平穩定，因近日美國眾議

院議長訪問台灣，導致中國於東海地區軍演，也禁制多

樣台灣食品進口，那必影響台灣民眾的經濟，加增心理

壓力。仰望祢促使眾領導人和平溝通，尋求出路。 

11/8 (四) 身體平安 感謝主帶領李慧媚姊妹病後康復，在過去一年透過休養

重新得力，並將於今年九月重執教鞭。祈求主加添她的

智慧和能力，保守她有美好的適應，愉快工作。 
12/8 (五) 長者守望 祈求主施恩保守本堂愛心組的十多位長者，他們在悶熱

天氣和疫情影響下常無奈受困於家中。懇求主賜他們喜

樂的心，和健壯的體魄，經歷主同在的平安。 
13/8 (六) 宣教事奉 懇求主施恩保守在柬埔寨金邊的迦密國際學校眾師生平

安。他們正開始籌備八月下旬的首屆高中畢業禮。但願

主帶領畢業生升讀理想的大學，繼續裝備。又藉此鼓舞

眾老師和支持者，繼續牧關已信主的畢業生追求長進。 
註：歡迎會眾提出代禱事項，如有需要，請與本堂教牧同工聯繫，以便安排。 

 



 
 

禱文：榮神益人 
親愛的天父，感謝祢賜我們學習聖經真理的機會，讓我們的靈命得以成長。
祈求祢賜我們智慧、在生活上實踐應用，以致我們不會知而不行，而是能夠
表裏一致。但願祢加我們信心和能力，讓我們能過榮神益人的生活，不但自
己平安蒙福，也叫親友透過我們認識祢，得到祢的恩福。我們同心祈禱，奉
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認識本堂：(1)本堂為香港靈糧堂分堂，配搭香港靈糧堂秀德幼稚園服事家長、學生及社
區，重視整全牧養和全人培育，動員會眾投身宣教、喜樂讚美、真誠相愛和裝備服事。 
(2)本堂致力為兒童、青少年與家長提供全人成長教育課程，以及牧養關懷。 
(3)本堂學習實踐宣教使命，把所收奉獻的十分之一撥入宣教基金，全費支持 Ev. 
Uwal、Samsuhaedi 及 Yustinus Rakimin 三個家庭於印尼西加里曼丹達雅族區宣
教；參與支持艾偉德家庭於穆斯林社群宣教、森弦宣教士與奧羅家庭於創啟地區
宣教，尼米宣教士於本地尼泊爾人中關愛服事傳福音，以及黎耀華梁淑泠伉儷於
柬埔寨金邊從事大學生宣教與門訓的工作。本堂亦參與支持靈糧堂聯差會、香港
基督少年軍、香港 Awana 的外展事工，以及瑪嘉烈醫院及葵涌醫院院牧事工。 

崇拜早堂(9:00-9:30)、中堂(10:30-11:00)及午堂(12:00-12:30)事奉當值表 
日期 崇拜主題 講員 主席及讀經 司琴 

 7/8 忍氣含怒顯智慧 關栩楨傳道 早、中堂：蘇詠雅姊妹 
午堂：郭偉傑傳道 

早、中堂：黃煦珊姊妹 
午堂：何沛君姊妹 

14/8 除去憂慮信主恩 劉志良牧師 早、中堂：王偉德弟兄 
午堂：關栩楨傳道 

早、中堂：羅麗瑩姊妹 
午堂：黎潔瑜姊妹 

本堂聚會時間表（政府限聚令期間適用） 
聚 會 名 稱  下次聚會 聚會時間 聚會性質 當值/負責人 
周五晚崇拜 另行通告 晚上  7:30-8:00 活潑讚美、喜樂人生信息 郭偉傑傳道 

嬰幼親子崇拜 4/9 (日) 早上  9:00-10:15 
嬰幼親子讚美敬拜 鍾靄聆傳道 

關栩楨傳道 14/8 (日) 中午 12:00-1:15 
成人崇拜(早堂) 14/8 (日) 早上  9:00-9:30 活潑讚美、喜樂人生信息 劉志良牧師 
成人崇拜(中堂) 14/8 (日) 早上 10:30-11:00 活潑讚美、喜樂人生信息 劉志良牧師 
成人崇拜(午堂) 14/8 (日) 早上 12:00-12:30 活潑讚美、喜樂人生信息 郭偉傑傳道 

成長班(網課) 10/8 (三) 
12/8 (五) 

晚上  8:30-9:30 
晚上  8:00-9:00 真理學習暨靈命成長小組 各教牧同工 

Awana親子班(早堂) 14/8 (日) 早上  8:55-10:15 親子多元化聖經培育 郭偉傑總監 
Awana親子班(中堂) 14/8 (日) 早上 10:25-11:45 親子多元化聖經培育 郭偉傑總監 
基督少年軍親子班 14/8 (日) 早上 11:55-1:15 親子團隊紀律訓練 劉志良隊牧 

靈糧親子歌詠團A 另行通告 早上 11:00-11:45 親子團隊音樂訓練 
(未入讀Awana者也可參加) 梁路得指揮 

靈糧親子歌詠團B 另行通告 早上 12:30-1:15 親子團隊音樂訓練 
(未入讀少年軍者也可參加) 

關栩楨指揮 
劉雅詠指揮 

領袖小組 9/8 (二) 早上  9:30-11:30 祈禱查經裝備事奉 劉志良牧師 
早堂牧關小組 14/8 (日) 早上  9:30-10:15 家長學習真理、彼此關懷 各組組長 
中堂牧關小組 14/8 (日) 早上 11:00-11:45 家長學習真理、彼此關懷 各組組長 
午堂牧關小組 14/8 (日) 中午 12:30-1:15 家長學習真理、彼此關懷 各組組長 

歡迎您參加本堂各聚會，如有查詢，請聯絡本堂同工或聚會負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