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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事⼯概要
聖約翰座堂婦女部2019年3⽉成⽴，7⽉6⽇舉⾏啟動禮聚會 

—— 英⽂堂資深教友 Simmy Wu 分享 & 讚美操舞蹈組獻演助興 

Mildred Lee「親⼦教育講座」：怎樣做才是⼀個合潮流的⽗母︖ 

婦女團參加 2019年 Michaelmas Fair & St John’s Family Night 

參加港島婦女團舉辦的「躍變、龍城」活動 

⾹港聖公會婦女總團聖誕探訪 —— 聖約翰座堂婦女團獻演 

“栽培⽔仙花”興趣班 & ⽔仙義賣



啟動禮聚會

胡偉豪牧師主禮 

座堂主任謝⼦和牧師 

訓勉祝福 

英⽂堂資深教友 

Simmy Wu 為主講嘉賓 

讚美操舞蹈組獻演助興



啟動禮聚會分享

Simmy Wu 憶述⼆次⼤戰⾹港淪陷時

的童年經歷。當時物資糧食短缺，很

多⼈難以找到⼯作。她努⼒學習，成

為了第⼀批在港⼤畢業，並在⾹港執

業的專業女繪測師。她也講述了當時

遇到的職場性別歧視和不平等待遇，

並回顧了她的⼯作和婚姻⽣活。但能

建⽴成功的事業和幸福的家庭，是因

上帝⼀直帶領她，守護她的⼀⽣，她

感謝讚美上主的恩典和眷顧。



讚美操舞蹈組獻演助興
六位舞者⿊衣紅緞，⽤喜悅的⼼情歌頌讚美上主！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向耶和華唱新歌，在聖

民的會中讚美他。願以⾊列因造他的主歡喜︔

願錫安的民因他們的王快樂。願他們跳舞讚美

他的名，擊⿎、彈琴歌頌他。因為耶和華喜愛

他的百姓，他要⽤救恩當作謙卑⼈的妝飾。」 

—— 詩篇 149:1-4



「親⼦教育講座」：“怎樣做才是⼀個合潮流的⽗母︖” 
I-Square Education Centre 創辦⼈ Mildred Lee 分享

2019年9⽉20⽇



 

                                                                                                            

香港教育制度和家長強烈望子成龍的心態長久為人

垢病！小小年紀，上學要背上沉重的書包；放學後

又要去補習或上興趣班……家長一廂情願地想把孩

子變超人，真的有需要和可行嗎？ 

怎樣做才是一個合潮流的父母？ 
主題: 

1. 親職工作的詮譯和檢討 

2. 放風箏的道理 

3. 為 IT新世紀孩子備戰 

 

日期：2019 年 9 月 20 日 

時間：晚上 7:15 – 9:15 

地點：中環聖約翰座堂哈斯堂 
                    (中環花園道 4-8 號) 

講者：李羅詠逑女士                   

(資深教育家) 

 

 

 

主辦單位：中環聖約翰座堂婦女部(中文堂) 

歡迎所有關心兒童教育人仕參加! 

怎樣做才是⼀個
合潮流的⽗母︖

主題： 

1. 親職⼯作的詮釋和檢討 
2. 放風箏的道理 
3. 為 IT 新世紀孩⼦備戰 

講者：李羅詠逑女⼠ 
          （資深教育家）





Michaelmas Fair 

聖約翰座堂賣物會



婦女團參加 Michaelmas Fair
2019年10⽉26⽇



St John’s Family Night 

2019年11⽉24⽇



參加港島婦女總團舉辦的「躍變、龍城」活動

參觀聖三⼀堂、⽜棚藝術村 - 2019年11⽉30⽇







⾹港聖公會婦女總團 
聖誕探訪 

聖約翰座堂婦女團獻演





“栽培⽔仙花”興趣班 & ⽔仙義賣
2019年12⽉——2020年農曆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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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John’s Cathedral 
Narcissus Workshop 

St John's Cathedral  

Women 's League 

“Your word is a lamp to my 

feet and a light to my path.”  

Psalm 119:105

Moonlight 
on Golden 
Cup 

St John’s Cathedral 
Narcissus Workshop 

St John's Cathedral  

Women 's League 

“I am a rose of Sharon, a 

lily of the valleys.”  

Song of Solomon 2:1

Shinning 
Over 
Clou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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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John’s Cathedral 
Narcissus Workshop 

St John's Cathedral  

Women 's League 

“The wilderness and the dry 
land shall be glad, the desert 

shall rejoice and blossom; 
like the crocus it shall 
blossom abundantly.”  

Isaiah 35:1-2

Grow in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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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t John’s Cathedral 
Narcissus Workshop 

St John's Cathedral  

Women 's League 

“You have granted me life 

and steadfast love, and 

your care has preserved my 

spirit.”  

Job 10:12

Hand and 
Hand in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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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John’s Cathedral 
Narcissus Workshop 

St John's Cathedral  

Women 's League 

“For he satisfies the thirsty, 

and the hungry he files with 

good things.”  

Psalm 107:9

Clear Night 
Thumb-top 
of a M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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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y C32011

為每⼀盆義賣⽔仙花命名



⽩雲托⽇ 
「我是沙崙的玫瑰花（或譯：⽔仙花）， 

是⾕中的百合花。」—— 雅歌 2:1





聖約翰座堂婦女團希望籌辦的活動多元

化，既有嚴肅議題，也有輕鬆有趣的活

動，讓姊妹們相聚相知，⼀起豐富我們的

屬靈⽣活。



—— 詩篇 68:11-12

「主發命令，傳好信息的婦⼥成了⼤
群。統兵的君王逃跑了，逃跑了；在

家等候的婦⼥分受所奪的。」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