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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佈 會 訊 新號

九龍灣萬善堂  
•	長者事工：感謝神，由25/9日開始，每月一次早餐會
改為每周一次「福樂家」，以團契形式進行，第四週
為粵曲小組。聚會形式各異，但總有分享點點信息，	
「福樂家」特別之處，就是每次聚會約有20分鐘分
組，讓公公婆婆分享，為他們代禱。

•	幼稚園家長小組於10月正式開始，每月首周戶外活
動，其餘在學校分組，由於人數頗多，分為三組，每
周各一組，感恩是家長投入分享，期盼他們認識真
神。

•	26-27/12長洲享受兩日一夜生活營。

聖道堂 
•	8-10/10教會生活營，反應踴躍，名額全滿，營友享受
各程序，感謝主。

•	30/10與迦密聖道堂在迦密聖道中學舉行聯合三福結
業禮、水禮暨孩童奉獻禮，共六位加入教會，孩童奉
獻禮一位。

•	25/12福音主日，周德昌牧師講道，藝人陳嘉寶姊妹
分享見證。主題：聰明人過聖誕，崇拜後愛筵聚餐。

•	2017年主題：起來！禱告！起來！行動！學習主耶穌
面對困難的方法：就是禱告和行動（路廿二46、太廿
六46）

•	林彩萍姑娘任職至9/11/2016，感謝林姑娘接近十年
在聖道堂忠心服侍。

深水埗迦南堂
•	2017年的主題是「裝備門徒•建立教會」。我們從
異象、使命觀、事奉觀及事奉技巧（恩賜裝備），這
四方面落筆；從「以弗所書」看教會的建立及門徒的
裝備；從「摩西五經」看事奉人生，從「腓立比書」
建立一個屬靈及健康的事奉人生，又從「福音書」中
看出「門徒異象與使命」。盼望能達到事奉不乏力
及永不燒盡事奉主；反之，事主得力，擁有屬靈能	
力──盡心、盡力事奉上帝及至終身事奉。

迦密聖道堂
•	本堂為駐校堂會，每年都舉辦教育主日，25/9當天有
逾150位同學及家長出席，氣氛良好。

•	由去年開始，聖道兩堂聯合舉辦浸禮。30/10聯合浸
禮在迦密聖道中學舉行，孩童奉獻禮亦同時舉行。感
謝主賜下和暖天氣。

•	11/12舉行醫院佈道，24/12平安夜報佳音。願有更多
人聽聞並得著福音的好處。

•	25-27/12舉行冬令會。主題：愛多八十年。盼望兄姊
有美好相交。

聖道迦南堂 
•	「中秋關愛鄰舍」行動，有60多位順利邨長者被關
懷及獲派月餅。「13週年堂慶感恩聚會」於25/9舉
行，75人出席。同日設立「社區事工發展經費」奉
獻。

•	20/10舉行「挪亞方舟遊」，接待28位順利邨長者。

•	「青崇體驗日」(10-11月)，讓中一學生接觸教會，透
過活動認識忍耐、包容及坦誠。

•「中佈的使命與承傳」中國事工主日於20/11舉行。

•	17/12下午舉行「聖誕送暖行動」，家訪順天長者。

•		第6屆洗禮於25/12下午二時半舉行，共三人受洗。

祥華堂  
•	堂會今年推出「查研飯後」，主要由執事分四組帶領
生活查經，每月初崇拜後進行，先用膳再分組。感恩
人數不斷增加，現約50人，非常投入分享相交。

•	10月初本堂舉辦讀經營，以約翰福音七個神蹟作串
聯，感恩有46人參與，並製作「點指神蹟」七色圖畫
作記念，張貼在堂會玻璃窗上，留下美好回憶！

	 禱告記念下列社區福音工作的果子

•	11/9多加團、挪亞團探訪老人院，派發月餅，25位肢
體參加，在院社內表演讚美操、福音粵曲、遊戲和福
音短講等，感恩有多位長者信主，榮耀歸天父！

•	27/11參與北區華人聯會舉行的社區佈道，集中在上
水及粉嶺，本堂會負責嘉福邨老人院或街頭佈道。	

•	24/12在社區廣場舉辦聖誕聯合晚會，有詩班報佳
音、兒童獻詩、讚美操及表演，望街坊有個難忘平安
夜！

門訓不
是課程

！

同行不是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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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素君傳道

感謝主，安排我就讀兩年晚間兼讀事奉練中心的裝備課程，

讓我學習認識自己，透過放下自我，生命轉化而得著更新，使我更

深領受神的愛。在課程中讓我常常操練學習聆聽主的聲音，用信心

倚靠祂。使我屬靈生命有成長，更渴慕主，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透過課程使我放下自己，背起十架來跟從主，做主的精兵，為

主作鹽作光，成為祝福人的導管。學習過程中，老師和同學很親切

地互相彼此分享和鼓勵，在主內建立了厚實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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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感言

轉瞬，踏入2017年，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將邁進

開基七十周年會慶。若說人生七十古來稀，作為中

佈會這棵老樹感恩可以再長出嫩枝！去年新成立的	

「事奉訓練中心」，接收來自9間堂會共12位學

員；今年接續第二屆，再增添9位，合共21人。委

身兩年，逢周二晚相聚一起，接受裝備，就是為要

實現神的目的。

中佈不僅是一個組織，更是一個佈道的運動。

其實，眼前所建構的中佈家平台，不僅是21位

學員，因背後有一對一的堂會督導，並產生二十一

項與學員相關的堂會實習事奉，以及第二屆學長們

要完成帶領一對一的『同行者』，這份擴展開去的

力量，不可思議！

感恩深迦每屆都有一位肢體報讀，相關教牧就

成了堂會的督導，每週除收取他們的學習或靈修週

記外，隔週便約談，督導學員，真實埋身牧養，生

命分享生命。藉此帶來的改變與成長，也是不可思

議的。

堂會消息

各堂會資訊

堂會督導分享

2017年中佈行事曆（上半年）

聯合崇拜1月1日

2月24日

5月28日

*已經可以報名啦

宣教探索澳門行

*密切留意報名日期22-26日

5月19-25日

或

5月	28-30日

6月	17-18日

6月	20-28日

6月	22-27日

尋根之旅

中佈主日

青少年領袖訓練營

培靈會

青少年創啟地區訪宣

泰北訪宣

 密切留意，預留時間報名參加。 

九迦

我想入讀的原因是希望生命得以改變，可以看見事奉的方向。

課程主要調整生命的素質，使我有目標追求成長。是的，課程

最重要的是生命成長，如果生命不成長，事奉就無意義了。所以這

個課程真是好特別，擴充我所聽見、我所看見的。期待以後的裝

備，能體會更多主愛的大能。

深迦

報讀事奉訓練中心是期望透過學習來認識自己，更瞭解事奉

恩賜及充實事奉的相關知識，有好的裝備，當主要使用自己的時

候，不至於成為馬太福音25章「十個童女比喻」中的五個沒有

預備的童女。

當然，神要使用人並不是要求他有多豐富的學識，最重要是

是否願意被祂使用。入讀後真的感受到神一直為自己開路，生活

縱然忙亂卻能妥善安排依時上課，透過寫下成長週記，使我對人

對事及對神的話語更敏銳，更能看見別人的需要。感謝主!　

九萬

當開始聽到中佈會建立事奉訓練中心時，我其實沒甚麼興趣，因為對新開辦的課程沒信

心。只是我和一位弟兄卻有份拍攝首年的宣傳短片，回想過來都覺有趣。

及後，平日的忙碌加上自從事奉少年人以後，開始覺得靈命營養不良，不停付出，卻沒足

夠養份補充生命。然後鄭秀貞牧師問我有沒有興趣在今屆報名。當然的我去問神：我需要這樣

的學習嗎？祂說：是的。我就報名了。

上課以來，覺得每位導師每課預備都非常用心，每次都被神話語提醒，得著感動，這幾個

月的心思歸回信仰的基本，這是很重要的。

基福

以往舊有的我是個平凡信徒，

盡管活在屬靈低谷下，也無心無

力尋求，像入睡十多年未醒。感

謝主！去年我多經歷主的幫助，渴

求得像嬰兒般想每刻親近，無論走

路，工作，在車廂也不斷思念主。

主耶穌改變我，保守我家，使我與

妻和好，少了因孩子在日常事上爭

吵，賜我倆互相接納。主更改變大

兒子主動來傾談親近，感謝主傾福

於每個成員。

主改變人心，祂叫我不再平凡

下去，取走舊有的，更要我天天仰

望，影響家人生命，開始走上，一

切不再一樣。

九萬

對入讀

的期望

第     屆學員

事奉訓練中心

陳芷筠

蘇萬婷

陳愛珍

林銘峰

王少龍

中國佈道會 	 2597-5837		 蘇國基行政主任
	 聖道迦南堂			 3426-8231		 陸少芬傳道
九龍迦南堂	 2380-0213		 余國鴻牧師
	 大埔迦南堂	 2657-2886		 朱燕芬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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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迦南堂	 2311-6631		 關浩然牧師
深水埗迦南堂	 2779-2802			 羅耀龍傳道
香港迦南堂	 2527-7920			 關鎮威牧師
基福堂	 2873-2686			 鄭秀貞牧師
沙田迦南堂	 2606-0960			 郭錦富傳道
聖道堂	 2367-1928			 周德昌牧師	
	 迦密聖道堂	 2650-0883			 陳志鵬傳道
香港萬善堂 	 2561-8061			 梁建球牧師
柴灣萬善堂 	 2556-4010			 蕭惠珠牧師
九龍萬善堂	 2756-8668			 李學兒牧師

九龍灣萬善堂 	 2756-5304			 杜家靜傳道
感恩堂	 2480-4595			 梁波納助理傳道
祥華堂 	 2669-8618			 黎啟光傳道
屬會機構
祥華堂自修中心	 2669-8618			 黎啟光傳道
聖道學校	 2750-2549		 郭金蓮校長
好鄰舍中心	 2706-1196		陳思捷助理中心主任
恩恩創意幼稚園	 2997-5299	 蔡佩雲校長
聖道出版社	 2597-5837			
聖道教育機構	 2777-7385			 李柏雄總幹事
聖道迦南書院		 2372-0033		 李柏雄校長
白普理學生發展中心	 2606-0960			 文慕德主任

開基70周年會慶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