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11 月 12 - 13 日（第二週）座堂

晚堂
Sober

週六
5:30pm - 6:45pm
7:15pm - 8:30pm

中堂
午堂

週日
10:00am - 11:15am
12:00nn - 1:15pm

牧者的話

生命改變的秘訣
2022/11/12

前幾天聽到新聞說今年是 15 年來最冷的立冬，才醒覺原來時間
過得這麼快，一年又快要過去了。
臨近年尾，不知你會否和我一樣，總會回望過去一年，檢視自己
的生命，看看改變了多少！成長了多少！
聽過有教友分享，信主多年生命好像沒有甚麼改變，他的說話令
人想起以下一個小故事。
有一天，傳教士和肥皂商人一起散步。
肥皂商人問傳教士說：「你所傳的耶穌有甚麼好？你看教會至今
已設立兩千多年，人們聽道、讀經、祈禱也兩千多年，但卻沒有使
一切變得更美好。世界還是充滿爭奪、偷竊、殺害、仇恨。」
傳教士沒說甚麼，只是聆聽，過了一會兒，他們路過一個地方，
那裡有好多小朋友在泥漿中玩耍。
傳教士對肥皂商人說：「你說肥皂可使人乾淨？我不相信。肥皂
有甚麼好？肥皂已經存在幾千年了，可是，即使世上到處都有肥皂，
這些小朋友卻還是被泥漿所弄髒？」
肥皂商人回答說：「牧師呀！除非人把肥皂拿來使用，否則它
發揮不了功用。」
傳教士說：「肥皂本身無法使人乾淨，除非人拿來使用才行。
這個道理和耶穌的道理是相同的，耶穌的道理沒辦法改變人，除非
人們把祂所說的道理實行出來。」
是的，生命要因耶穌而改變，就要將耶穌的真理實行出來，經歷
生命轉化的過程：將真理改變你的信念，將信念建構成價值，將價值
以行動來實踐，將行動培養成習慣，將習慣形成你的性格，最終性格
改變你的人生。
「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雅各書
1:22）
生命的改變只有一個秘訣，就是將神的道實踐出來，鼓勵你從
現在就開始行動，並在小組中分享你的經驗，與組員彼此勉勵，一起
經歷生命成長的喜悅！
主僕 陳慧玲

* * * 會內消息 * * *
2022 年 11 月份聚會：
座堂
日期

週六晚堂

Sober
主日

週六

19 – 20

陳皓揚傳道
放下權勢，真正力量

陳皓揚傳道
放下權勢，真正力量

伍彥翹弟兄
事奉整理/你

26 – 27

林巧貞牧師
冇朋友？

林巧貞牧師師
冇朋友？

袁廷匡弟兄
十一月的公眾假期

 敬拜 
1.《501 委身敬拜班》
這是本會最後一重，也是最重要的委身：委身敬
拜，指引信徒成為一位頂天立地，全然順服的門
徒。課程會講解敬拜的真義、捨己、背十架、全
然奉獻的意義，並鼓勵信徒立志以神為首、全然
降服，成為以生命敬拜的優質門徒。
日期：12 月 11 日(日)
時間：2:45 - 4:15pm
地點：座堂
導師：林文福傳道
對象：已完成 401 之教友
報名：請填妥「一般課程報名表」交辦公室或進
入以下連結報名：
https://forms.gle/WGZFAfRZNxB1uHWt5
逾期報名需另繳行政費用$50
截止：12 月 4 日(日)
備註：請於上課前觀看 501 課程(辦公室取書及
密碼)，先完成書本習作更佳
2.《啟導學中級》
啟導學是使命牧職學院開辦的課程，為有志成
為教會導師或區牧的事奉者提供裝備，以至能
在啟發導引生命上有美好服侍，中級共四堂。
日期：11 月 23 日 - 12 月 14 日(三) [共四堂]
時間：7:45 - 9:30pm
地點：座堂
導師：梁偉明牧師
入學要求：已完成《啟導學初級》課程之教友
報名︰請填妥「啟導學報名表」，連同費用$120
交辦公室，或進入以下連結報名：
https://forms.gle/oQYESPeV5hfZ3mm29
費用請於截止前繳交。
出席達 80%者，可獲
全數退款。逾期報名
須另繳行政費用$50
截止︰11 月 16 日(三)
＊ 歡迎過往已完成《啟導學初、中級》之教友
報名出席温習。

 培訓 
1.《完成 201 教友名單》
熱烈祝賀以下 6 位教友完成 201 課程：
(由 9 月 1 日至 11 月 10 日)
陳燕芬、袁美江、張春草、葉秀文、李家穎、
張家榮
2.《課程退款》
由即日起至 12 月 25 日(日)，請出席率達 80%之
《利未記》學員，帶備收據到辦公室取回學費。

 會友 
1.《嬰孩奉獻禮》
2023 年 1 月 21 - 22 日(六、日)於本會崇拜聚
會中，將舉行嬰孩奉獻禮。
對象：嬰孩在 12 歲以下
父或母其一必須為已修畢《201 委身成長
課程》之本會信徒
報名：請填妥申請表格交回辦公室，並索取「獻
嬰須知」講道 CD，等候牧者聯絡
截止︰2023 年 1 月 1 日(日)
2.《101 會籍班》
凡參加本會聚會超過兩個月，並已決志相信
基督的來賓，歡迎你加入本會成為教友。
日期：12 月 11 日(日)
時間及地點： 2:45 - 4:15pm 座堂
報名：請填妥「101 會籍班報名表」交辦公室
截止︰12 月 4 日(日)
3.《主日午後靈修：
「與主回望我的 2022」
》
2022 年不經不覺步近年底，是時候安靜主前
回望這一年所走過的路程，藉省察祈禱及繪畫
「我的 2022 生命歷程」
，細察主如何臨在你的
生命中，陪伴你渡過悲與喜、苦與甜。
日期：11 月 27 日(日)
時間及地點： 2:45-5:00pm 座堂
主領：阮穎瑜傳道 (自由傳道)
對象：本會教友及來賓
備註：參加者 可自攜 顏色筆 ( 木顏 色 或 SIDE
PEN)，或使用大會提供的。
報名：請填妥「參加活動報名表」交辦公室或進
入以下連結報名：
https://forms.gle/QZiMy3ve7ywCvLLU7
逾期報名需另繳行政費用$50
截止：11 月 20 日(日)



4.《深度敬拜聚會》

主任牧師

梁偉明牧師
副主任牧師

周婉慈牧師
教牧團隊

你渴求聖靈充滿、享受神臨在的喜樂，
並期望得到靈恩服侍隊的服侍，邀請你
同來參與深度敬拜聚會，一同經歷五旬
宗信仰的豐盛。
日期：12 月 8 日(四)
時間：8:00 - 9:30pm
地點：大禮堂
＊ 無須報名，歡迎自由參與

陳慧玲傳道

《Super Family 兒童教會全新聚會》
嬰幼親子崇拜─Super Family
歡迎父母和嬰幼兒一同參與
日期：11 月 13 日起(每月逢二、四週日)
時間及地點：10:00 - 11:00am 幼 105 室
對象︰ 六個月至三歲
●
必須由父或母陪同出席
●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請往嬰
兒室參與崇拜

1.

林麗芳助理傳道妹妹恩典家林麗儀姊妹於 10 月 22 日(六)主懷安息。定於
11 月 17 日(四)晚上 7:30 在大圍寶福紀念館 4 楼 4A 妙如堂舉行安息禮，
翌日早上 9:30 舉行告別禮，隨即出殯，靈柩移往和合石火葬場進行火葬禮，
願主賜安慰予家人。

2.

《懸掛八號風球或黑雨之應變措施》
* 崇拜或課程開始前三小時「內」懸掛，所有聚會及課程將會取消。
* 於崇拜或課程開始三小時「前」除下，有關聚會及課程將會如常舉行。
* 於崇拜或課程舉辦期間懸掛，由崇拜主管或導師按個別情況決定繼續或
結束聚會，並安排教友於安全情況下離開，教友需留意及遵從有關指示。
註﹕請瀏覽本會網頁細閱有關詳情。

3.

《正確 20 秒洗手七部曲》

石偉成傳道
吳玉玲半職傳道
林麗芳半職助理傳道



 其他 

林文福傳道
陳皓揚傳道

兒童教會

青少年教會

周婉慈牧師
黃家沂福音幹事
兒童教會

梁婉秋傳道

非常時期 正確 20 秒洗手七部曲！預防感染病菌，個人及環境衞生都好重
要，經常保持雙手清潔就係第一道防線！搓洗過程記得最少要 20 秒，洗
手後記得用抹手紙抹乾雙手，保持雙手乾淨！帶口罩前同除低口罩後都一
定要洗手！
歡迎會友加入
教會廣播系統

4.

1.

用水弄濕雙手，加潔手液，雙手手掌互相搓洗

2.

再搓洗手背

3.

交叉雙手，搓洗雙手指間

4.

彎曲手指，搓洗雙手指背

5.

包著大拇指搓洗，另一隻手亦同樣做一次

6.

再搓洗雙手的手指尖

7.

最後包著手腕搓洗，用水沖洗乾淨雙手

請有編號的信徒在入口處簽到。上週出席人數統計：1154 總人數(包括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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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點算
簽

週訊內所有活動為成人牧區活動，18 歲以下教友請參考青少年崇拜週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