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11 月 19 - 20 日（第三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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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 Family 啟動了!
2022/11/19

感謝神的帶領，Super Family(SF) 在上週日正式開展了。第一次
的聚會共有五個家庭參與。在聚會中，看到幼兒與父/母一同敬拜、聽聖
經故事、玩親子遊戲等，整個房間都充滿了喜樂。SF 整個聚會是以親子
崇拜模式進行，所以父母的參與尤其重要，並且最終能把崇拜設立在家
庭中。
心理學家班杜拉指出，有時我們透過觀察別人怎樣做，就能學習東
西。就像我們學習烹飪，在網上看 Youtube 片段，也能「有樣學樣」地
照著去做。小朋友的學習也同樣，他們特別喜歡模仿與他自己有親密關
係的人。最多接觸的相信能便是父母或師長，所以父母的榜樣對兒童有
著極大的影響，而靈性培育，也是如此。外國有好幾個家庭研究調查指
出，家庭裡的父母若是信仰虔誠，兒女成年之後也會傾向虔誠。相反地，
如果家庭的信仰觀念很薄弱，或者信仰實踐很疏懶，父母只隨著喜好上
教會，這些家庭的子女將來成長之後，離開教會的機會也較大。1
Super Family 中的幼兒就是教會中年齡最少的一群，正因他們年
紀輕，而且家長多初為父母，正是他們一同學習靈性培育的好時機。讓
父母在孩子最幼少時便成為他們的屬靈榜樣，整個家庭以基督為首。
Super Family 在每月的二、四週日上午 10:00 聚會，歡迎 3 歲或以
下幼童及家長參與。

一家人同聽神的話

家長、導師、小朋友
都玩得好開心啊！

一眾事奉者同心服侍家庭
1

《塑造兒童靈命教會與家庭攜手的新策略》屈黎懿堅等著。

主僕 梁婉秋

* * * 會內消息 * * *
2022 年 11、12 月份聚會：
座堂
日期

週六晚堂

26 – 27/11
3 – 4/12

Sober
主日

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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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偉明牧師
在地若天的祈禱(下)

梁偉明牧師
在地若天的祈禱(下)

梁偉明牧師
在地若天的祈禱(下)

 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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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完成 401 教友名單》
熱烈祝賀以下 8 位教友完成 401 課程：
(由 8 月 3 日至 11 月 17 日)
胡一鳴、陳荃妮、冼燕梅、蘇周嬌、
鄭 彤、劉 丹、林 煒、李桂花

 事奉 
《牧智事工招募事奉者》
「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
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 25：40)
凡有心志服侍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帶
領他們認識信仰的弟兄姊妹，歡迎申請加入事
奉。
當值： 周六下午或主日上午
報名：凡完成 301 的教友，可填妥「參加事奉申
請表格」交辦公室
查詢：梁婉秋傳道(2669 8111)

 會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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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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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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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深度敬拜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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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嶺神召會

主任牧師

梁偉明牧師
副主任牧師

周婉慈牧師
教牧團隊

陳慧玲傳道
林文福傳道
陳皓揚傳道
石偉成傳道
吳玉玲半職傳道
林麗芳半職助理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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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誠聘合約文員》(6 個月)
職責：‧協助接待處工作、資料庫輸入
及一般文書工作
‧協助處理人事記錄
‧課程統籌、崇拜事務、活動跟
進、物資管理等
‧協助安排及執行辦公室事務
資歷：‧大專或以上程度
‧具良好行政及溝通能力
‧兩年或以上有關工作經驗優先
‧熟悉電腦操作 (如 MS Word /
Excel /PPT)
‧中英文良好
工作時間︰ ‧每週工作平均 40-44 小時
（需週六、日上班，逢週一
休息）
‧需輪班工作，每天工作 8
小時
有意應徵者，請將個人履歷電郵至
hr@aog.org.hk 張小姐收（請於電郵主旨
註明：申請合約文員職位）：
電話：2669 8111
地址：新界粉嶺馬會道 301 號
（申請人資料將予保密及只作招聘有關
職位的用途。）
課程最新安排：

歡迎會友加入
教會廣播系統

2.《誠聘半職合約文員》(6 個月)
職責：‧協助接待處工作、資料庫輸入
及一般文書工作
‧協助處理人事記錄
‧課程統籌、崇拜事務、活動跟
進、物資管理等
‧協助安排及執行辦公室事務
資歷：‧大專或以上程度
‧具良好行政及溝通能力
‧兩年或以上有關工作經驗優
先
‧熟悉電腦操作 (如 MS Word /
Excel /PPT)
‧中英文良好
工作時間︰ ‧星期二至五(其中兩
天) 4:15–8:15pm
‧星期六 11:00–8:00pm
‧星期日 9:00–6:00pm
(每週工作 4 天，一星
期工作 24 小時，每月
重新編更一次)
有意應徵者，請將個人履歷電郵至
hr@aog.org.hk 張小姐收（請於電郵主
旨註明：申請合約文員職位）
：
電話：2669 8111
地址：新界粉嶺馬會道 301 號
（申請人資料將予保密及只作招聘有
關職位的用途。）

名稱

日期

地點

《啟導學中級》

11 月 23 日(三) 7:45 - 9:30pm

305-6 室

 其他 
1. 《最新防疫措施安排》
政府於 10/11 公佈放寬社距離措施，由本週六、日起，雖然進入教會宗教場
所的人士仍然必須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但教會將由主動核查變為被
動核查，即進入人士只需掃瞄「安心出行」而不需掃瞄針咭，敬請留意！
2. 請有編號的信徒在入口處簽到。上週出席人數統計：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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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