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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涉現場　歷史活現眼前

專人嚮導　行程緊密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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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會消息

轉眼間，已踏入第二個學年。一年的學習，神讓

我學習開放心靈，承認自己的軟弱，並要勇於突破。

面對生命裡的脆弱，過往的我選擇掩飾，以為這

樣能夠保護自己。然而軟弱像病毒潛藏在身體，影響

心靈健康。上帝是最好的醫生，當我尋求，祂就為我

診斷病因。我願意承認自己的問題，全然信靠祂時，

必按我能承受的為我治療。如是者，慢慢治癒傷口，

逐步除去生命雜質。我感謝讚美祂！

我不但對神要開放，還要懂得向人分享，讓他

人成為自己的守望者，好記念我跌倒、需要更新的地

方。而且主不要我單停留於此，要嘗試克服甚至去突

破。

我以往羞於與路人搭訕，但神藉今年本地短宣，

幫助我克服、突破自己的軟弱，能夠自然與路人、街

坊搭訕，不再害羞。

只要勇於踏出第一步，讓神模造，靠神去突破，

生命會成長、變得更豐盛。

只要勇於踏出第一步　

二 年 級趙 淑 盈 埔 迦

學員名單

總會消息

余國鴻牧師　中佈事奉訓練中心主任

浪潮漸起

2016年度  事奉訓練中心學員名單

第一屆學員　　 堂會  堂會督導
顧雅儀	 　　基福堂	 　鄭秀貞牧師
王鋆偉	 　　香港萬善堂	 　　梁建球牧師
陳思捷	 　　九龍萬善堂	　　		 李學兒牧師
胡慧賢	 　　九龍萬善堂	 　　劉勸萍傳道
吳健榮	 　　九龍萬善堂	 　　李學兒牧師
何定中	 　　九龍萬善堂	 　　李學兒牧師
梁耀文	 　　聖道迦南堂	 　　陸少芬傳道
陳美蓮	 　　九龍迦南堂	 　　張愛雯傳道
趙淑盈	 　　大埔迦南堂	 　　朱燕芬傳道
張曉晴	 　　尖沙咀迦南堂　　	 陳智明傳道
李			莉	 　　深水埗迦南堂　　	 楊素君傳道
鄭啟樂	 　　九龍灣萬善堂　　	 杜家靜傳道

第二屆學員        堂會　　 堂會督導
林銘峰	 　　基福堂	 　　　　鄭秀貞牧師
郭君豪	 　　基福堂	 　　　　鄭秀貞牧師
李			尉	 　　九龍迦南堂	 　　余國鴻牧師
廖賽琦	 　　九龍迦南堂	 　　謝慧兒傳道
陳芷筠	 　　九龍迦南堂	 　　李世容牧師
王少龍	 　　九龍萬善堂	 　　羅惠東傳道
李寶文	 　　九龍萬善堂	 		　羅惠東傳道
陳愛珍	 　　九龍萬善堂	 劉勸萍傳道
蘇萬婷	 　　深水埗迦南堂　　	 楊素君傳道

親愛的香港中佈會大家庭：平安

中佈事奉訓練中心的成立目的是要為中佈家培訓

家中精練壯丁，事奉訓練中心和堂會的培訓者會共同

合力幫助學員慣於順服主、倚靠主爭戰。為主爭戰有

兩個向度：為主得著這個世代，及堅持活在主裡。給

學員的培訓也循這兩個方向落實。

除了老師授課，每位學員有小組牧者照顧和所屬

堂會牧者任其個別督導。透過深入結連，認真做好一

對一門徒訓練，學員也將培訓別人，代代承傳同跟耶

穌做門徒。至今，共有21位肢體在接受訓練，其中12

人明年九月畢業，到時，又會有第三屆學員加入受訓

行列。

這樣涓涓不息的訓練，將會為主及為香港中佈家

培育出千百位精練壯丁。他們會連繫於香港中佈會，

在各堂會裡配合同工領袖帶動佈道、宣教、培訓門徒

的運動。

我們也祈禱主容許我們差派祂所興起的許多精練

壯丁，帶著生活見證，到最艱難的地方宣教，為主得

著千百萬誤解祂、甚至是敵視祂的朋友。

香港中佈眾父老、兄姊、弟妹：讓我們起來，為

救主將要成就的事獻上禱告，求主差祂的許多工人出

去收祂的莊稼。

榮耀歸神！

我的生命改變了

感謝神給我機會參加事奉訓練中心，讓我生命改

變，更討神喜悅，更被使用和更愛人。回想過去我不

大了解自己，討論總愛搶先，滔滔雄辯堅持己見，誓

要說服對方，往往不歡而散，自己亦滿有不忿，為甚

麼不聽我的，為甚麼不…

驕傲的心不能平息，總愛逞強，教會事奉也一

樣，別人欣賞你才找你幫助嘛，該盡力做好，但我跟

別人合作，若看做得不如己意，總愛諸多批評，若成

績強差己意，更是怒不可遏，完全沒理會別人感受，

就只知完成工作：這就是我的過去。

透過事奉訓練學習，不同學科給我生命視野擴闊

了很多，發現自己並不那麼強，過去的驕傲，破壞了

弟兄姊妹關係，亦傷了肢體的心，求主寬恕。

猶記得在生命更新營與牧者會面，說了十多分鐘

過去的事奉生活和與眾人關係，牧者中斷了我的話，

因為內容盡都是負面，批評和埋怨的，當中最缺乏的

就是愛。教會沒有愛怎能彼此建立呢？當頭棒喝叫我

否定過去所做的，過去我盡是重於事而輕於人，看事

工成敗重於肢體關係。

的確，我若能說萬人方言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

的鑼，於教會和人都無益處。

感謝神我生命改變了，我看重關係生活就和諧

了。遇問題我會關係重於事工，事工可慢慢發展，但

關係差了，靈性倒退了，甚至離開教會就有禍了！願

神陶造我，補足缺乏，讓我榮神益人！

二 年 級鄭 啟 樂 灣 萬 自幼在打罵的環境長大。我很想自己建立家庭，

滿有愛與祥和的氣氛。

我常被母親指斥愚笨，一次成績表評寫我某科理

解力差，母親從此常藉口揶揄。又因我肖似阿姨──

外公外婆疼愛的孻女，我更被母親嫉妒。母親是愛操

控的核心人物，我一直活在她指令下，外公外婆常住

我家，我是外孫女，要服侍周到，做好遞鞋奉茶點香

煙的服侍工夫。

會考放榜當天，我向天說：我可以飛了。

只是養家後，對母親仍必恭必敬未變，從不敢

駁咀。後因家道漸豐，從那時起，遇上物資有餘便

轉贈別人，有時不問便自取送人或丟棄。久而久之習

慣了。結婚後索性給個規定，凡雜物堆積超過一年以

上，又不能處理的，便照扔照轉贈如昔。

最近，卻給督導牧師指正出來，發現問題癥結：

是我需要一個自己可以掌控的家，原來我在透過扔掉

雜物，我擁有話事權，我很有滿足感。

八月的退修營得牧者指引，原來雜物代表無聲母

親，扔掉雜物，我在反抗母親的操縱與權威，眾牧者

調教我處理破口：「我不再是母親的丫環妹仔，我已

找到自己寶貴的身分角色，我是天父的寶貴女兒，只

是上帝從來不操控我。我實在無需再理會家中雜物，

母親與雜物也不再是我的重擔。」經過認罪禱告，感

覺如釋重負，重擔一掃而空。

原來當真正的需要被滿足後，我改變了，見雜物

不再擅作主張。感謝上帝，修剪了我的生命，我被糾

正過來，被壓制的得自由了。

雜物不再成為我的重擔

二 年 級 基 福 堂顧 雅 儀

中佈事奉訓練中心 心靈       寫真 9 12月
至

2年級

1年級

密切留意
下期消息

中佈尋根之旅
5月

鼓勵對宣教有興趣者參加
機會難得  立即報名

九龍萬善堂

教會事工

•	 4/9約22人參與油塘社區中秋祝福行動，接觸約60

人，4人決志。11/9本堂42週年堂慶暨浸禮，10位受

洗，2位轉會，4位孩童奉獻，約220人出席慶典。

•	 23-25/10河源短宣，5人參加，培訓國內三地約20位

教會傳道人及領袖。

•	 18/12教會大旅行，接觸會友家人，作好福音預工。

•	 25/12聖誕聯合崇拜暨佈道會

好鄰舍中心事工

•	 3/9約45人參與將軍澳節期祝福，接觸近90人。

•	 4/12參與將軍澳區節，以活動接觸街坊關懷探訪。

•	 24	/12將軍澳好鄰舍中心辦報佳音活動。

香港迦南堂

•	 10/10重陽翌日教會旅行，在迪欣湖享受恬靜上午，
在大澳午餐、參觀棚屋、文物酒店、享用街頭小吃。

•	與影音使團在16/10合辦福音電影《下一站再愛你》

•	 15/10『型』接新中年健康講座，楊子穎教練主講。	
期盼重拾更年輕健康的生活，改善身體及靈命生活。

•	 5-6/11「堅不離地」教會退修營及戶外主日崇拜。

•	 20/11長者福音主日，崇拜後同愛筵，以表達尊敬及
關愛。下午乘船往南丫島模達灣享受寧靜時光，詩歌
分享，並到索罟灣品嘗風味晚餐。

•	 16/12「總有出路」聖誕音樂佈道會，梁永善牧師講
道．22/12婦女團契聖誕慶祝聚餐，同念耶穌降生。

•	 24/12平安夜愛筵、詩歌晚會及街頭報佳音。透過服
侍，在這普天同慶之日，將神拯救大愛與人分享。

香港萬善堂

•	教會於5/10起，逢周三中午開展一連十次商區福音午

餐會，主題「幸福快樂此中尋」，出席白領踴躍，感

恩並榮耀歸神。

•	教會11月剛完成56週年堂慶雙主日慶典。

•	 6/11堂慶福音主日:「祂名稱為奇妙」，梁建球牧師講

道及雷普康先生表演福音魔術，當天有十多位嘉賓親

友出席得聞福音;下午有「和你吹吹風」半天旅行，參

加者亦十分踴躍，歸榮耀給神。

•	 13/11堂慶培靈主日：「彼此同心建立教會」。黃國

平牧師講道，感恩信徒在靈性得造就。

•	代禱:教會來年將增聘兩位全職傳道人，求神預備。

大埔迦南堂

•	 2/10十九周年堂慶，共104人出席崇拜及愛筵。

•	 23/10教會關懷貧窮主日

•	 30/10及6/11團契部工作坊，主題：「同領、同受；

同牧、同行」

•	 20/11自立祈禱會：以禱告尋問神心意及時間，積極

建立屬靈領袖，推動自傳、自養、自治。

•	 18/12年終感恩讚美主日，數算主恩。

•	 25/12九迦埔迦聯合浸禮，本堂兩位受浸，一位轉

會。

尖沙咀迦南堂

•	 17/9教牧同工退修計劃日
•	 18/9浸禮6人加入教會，孩童奉獻禮兩位。
•	 22、29/9，6/10「《神兒子的復活》簡介」講座
•	 1/10南山邨社區服侍
•	 2/10家事分享會（遷堂發展）
•	 7-8/10及2-3/12分區迦聚
•	 10月份青年團契逢主日做社區外展，以問卷調查與街

坊面談，更深入了解社區。
•	 7-12/11堂主任出席CCMN宣教會議
•	 27/11《讓耶穌幫你帶小孩》讀書分享會及講座
•	 26/11南山邨社區服侍
•	 4/12信徒年會；18/12愛筵
•	 24-25/12大坑東社區聖誕活動

感恩堂

•	 1/10梁波納助理傳道到任。

•	 4/12為本堂金禧堂慶崇拜暨執事按立典禮。按立梁佩

菊姊妹為終身執事。按立典禮由余國鴻牧師和甄樹潤

牧師擔任主禮和襄禮牧師，崇拜及典禮後，隨即舉行

堂慶愛筵，並在筵宴中設有分享時間。

•	 10/9假聖道堂舉行周年會員大會，審議通過2015-16

年度財務報告及工作，選出2016-18年度執委會，連

同委任成員共21位。敬請禱告，深願為主國度齊努

力，遵祂意行。

•	 16-24/9中國事工部舉辦雲川愛心行動之旅，連領隊合

共六位出發；已是連續第三年探訪居民，深入關心。

•	 17-19/10教牧團契假聖公會靜修院舉辦教牧退修營，

主題展翅上騰，講員陳國權牧師；共二十人參加。

•	 26-27/12事奉訓練中心假九龍迦南堂為一年級新學員

舉辦生命更新日營；先被更新醫治，後再服侍基督。

•	 2017年是本會開基70周年會慶，會慶籌備小組為此舉

行多項活動，上半年會慶活動已刊載行事曆中。

沙田迦南堂

•	 9月兒童區有迎新活動，藉新學年邀請更多同學參與
教會。9月中參與細胞小組教會網絡聚會。另外兩天
一夜同工退修營，並舉行了本堂的會員大會。

•	 10月青少年參觀浪茄戒毒福音營，對福音戒毒增加認
識。同工參與區內小學福音外展工作，開始負責區內
小六學生的信仰栽培班。同區教會於本堂舉行守望祈
禱會，增加認識，為眾教會祝福。

•	 11月教會託管中心有家長學生活動，又有教會旅行

•	 12月聯同社區各教會同辨聖誕街頭報佳音活動。

九龍迦南堂

•	迦南美地於16	/9為留港內地生舉行中秋慶祝活動。

•	 2016年是九迦差傳50周年金禧的日子，27/11差傳年

會為此舉辦論壇，回顧檢討展開，並同尋差傳新方

向。

•	 50人參與聖誕頌歌節，於18/12假尖沙咀1881獻唱，

為基層青少年實現夢想獻關愛，讓基督精神深入民

間。

•	逢周三向坊眾提供免費熱食「迦嚐便飯」，亦輔導功

課，14/9迦嚐便飯迎中秋活動，共101人出席（71位

坊眾）。14/12舉行迦家歡樂迎聖誕，讓坊眾接觸信

仰。願主給予眾人湧溢愛鄰舍的心，施恩加力。

•	 24/12平安夜崇拜及報佳音，25/12舉行第118屆浸禮

（聯同埔迦）本堂受浸11位，轉會一位，榮耀歸神。

基福堂

•	感謝主帶領，九月完成教會領袖事工策日營；全體領
袖同心禱告商討2017年教會發展。期待復興臨到！

•	進入興奮的十月，2/10有六位兄姊受浸歸入主名。
榮耀歸主！8/10本堂青少年區與南區教會青少年合辦	
「甘蔗你」青少年遍全活動。29/10晚於鴨脷洲社區
會堂舉行「最美的祝福」音樂佈道會。感謝主！共34
位新朋友出席，深信主的話語深深栽種在他們心中。

•	十一月有兩晚小組組長培訓課程：要重燃小組組長
異象及培訓新組長薪火相傳，擴展小組事工建立群
體。20/11第17屆南區教會節慶嘉年華會。24/12有福
音「聖誕聯歡會」，後再到街頭祝福香港仔街坊！

柴灣萬善堂

•	每月第一個周六下午，青少區肢體到漁灣邨擺設福音

街站，以詩歌、遊戲、手工等接觸街坊，街頭佈道。

•	 9-10/10教會旅行，到東莞兩日一夜遊玩，32人參

加，感恩有新朋友同行，能彼此認識。

•	 24/12下午報佳音聚會，遊戲、信息及愛筵，邀請柴灣

區街坊及「兒童發展基金」服侍家庭參加。

•	 25/12晚舉行聖誕愛筵及晚會，邀請肢體的親友同歡

聚，領受耶穌基督降生大喜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