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1月 14 - 15日(第三週)座堂 

 

週六 

晚堂 5:30pm - 6:45pm 

Sober 7:15pm - 8:30pm 

 

週日 

中堂 10:00am - 11:15am 

午堂 12:00nn - 1:15pm 



  
同在就足夠 

 

2023/1/14 
 

多年前在幼稚園主領家長小組，忽發奇想，預備了一個神秘遊戲。

為免互相影響，開組前我在校內個別提問參加者的子女，記下小朋友自

己，以及他們眼中父親或母親：「最愛吃甚麼？」、「最怕甚麼？」、「在家

中最喜歡做甚麼？」、「最擅長/最叻…」、「最喜歡與母親/父親…」、「長

大後希望成為…」的回應。開組時，我請家長回答相同的項目，寫下自

己，以及認為子女會有的回應，完成後才公開曾訪問他們的子女，隨即

派發孩子的回應記錄。還記得他們收到時的興奮神情，之後，我請他們

對比子女和自己所填寫的內容，分享當中的發現和體悟。 

總結三十位 3 至 5 歲小朋友對比父母的回應，令我最深刻的一項是

「最喜歡與母親/父親…」，大多數家長填寫子女喜歡與他們去主題公園、

到外地旅遊或買玩具，孩子的回應卻並不是這些。他們最喜歡與父母玩

玩具、食飯/食嘢、瞓覺、看圖書、買餸等，最有趣的一位是一起剝蒜頭

衣；與父母以為的大相逕庭。家長分享感到詫異外，亦發現小朋友喜歡

的很簡單，他們並不在乎去哪裡或擁有甚麼，單單有父母同在一起就足

夠。 

最近一位母親也有類此的發現。她分享帶 4 歲兒子打預防針，兒子

去到診所，未見針筒已放聲大哭，與許多父母經歷子女病痛時的體驗一

樣，她巴不得代替兒子承受，即或明白這並不可能。她只好不斷告訴兒

子：「媽媽會抱著你，我會同你一齊。」兒子的情緒慢慢緩和下來，緊緊

握著母親的手低泣「接針」。母親感悟她的同在，足夠兒子面對懼怕和苦

痛。 

小孩子單純的心態很值得我們學習。耶穌稱為「以馬內利」，意即「神

與我們同在」。願我們的心態回轉像小孩，有神同在就足夠。無論環境順

或逆、生活喜或悲、經歷得或失，願我們相信因有神時刻和永遠的同在，

就足夠承載。 

 牧者的話 

主僕 陳慧琼 



* * * 會內消息 * * *  
2023年 1月份聚會： 

 培訓  

1.《划向水深處-靈修基礎一課程》 

你渴望在日常生活中經驗神的同在嗎？你是
否經驗到聖經與個人生活的緊密關連？本課
程藉「意識省察」及「屬靈閱讀」，助學員建立
及鞏固靈修習慣，享受與主親近。 
日期： 3月 3日 - 3月 10日(五) 

[共 2堂] 
時間及座堂： 7:45 - 9:30pm座堂 
導師： 阮穎瑜傳道 
報名： 凡完成 101之教友，請填妥「普及栽培報

名表」連同費用$120交辦公室或進入以下
連結報名： 
https://forms.gle/aumJhvkWf5BkgGX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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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6日(日) 
 

● 靈修課程系列 

(1)「划向水深處---靈修基礎一」課程 

日期： 3月 3日 - 3月 10日(五)[共 2堂] 

對象： 所有信徒 

(2)「真實的相遇---靈修基礎二」課程 

日期： 6月 2日 - 7月 7日(五)[共 6堂] 

對象： 完成(1)者 

(3) 結伴靈程路---在小組中推動靈修 

日期： 8月 11日 - 9月 1日(五)[共 4堂] 

對象： 有志鼓勵弟兄姊妹一同投入靈修，並在 

小組中帶領靈修活動者。必須完成(1)及(2)  

(4) 靈修日營（一日營） 

日期： 10月 2日(一) 

對象： 已完成(1)及(2)，期盼藉靈修更深地認識
自己，體會上主的愛與接納者。如同時完
成(1)、(2)及(3)者優先 

備註： 「靈修日營（一日營）」營費約$150，地
點待定 

2.《課程退款》 

請《靈修初階》出席率達 80%之學員，由即日起
至 2月 26日(日))帶備收據到辦公室取回學費。 

3.《課程退功課》 

請《靈修初階》學員，由即日起至 2月 26日(日) 

到辦公室取回功課。 

4.《領詩訓練》 
本課程目的是培訓學員領唱及學習選歌技巧等，
著重訓練學員透過 PAC 敬拜模式來帶領敬拜，
以達至初步掌握於崇拜或小組帶領敬拜之技巧。  
日期： 2月 7日 - 2月 28日(二)[共 4堂] 
時間： 9:30 - 11:30am 
地點： 座堂 
導師： 伍冰鴻弟兄 
報名： 已修讀「敬拜神學」教友， 

請填妥「普及栽培課程報名表」 
交回辦公室，或進入以下連結報名：   
https://forms.gle/7Qp1rtmronxh4ikX9
費用$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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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29日(日) 

5.《靈修第二階 - 靈命進深與生命成長》 
-透過不同的祈禱操練方法，整理內心世界、從而
了解自己與自己、自己與神、自己與人的關係。 
-透過進深的操練安靜、獨處、聆聽和黙想，與真
正的自己相遇。 
-幫助你突破靈命成長的樽頸，讓你重尋真我，生
命得以更新。 
日期： 2月 1日 - 2月 22日(三) [共 4堂] 
時間： 7:45 - 9:30pm  
地點： 座堂 
導師： 葉俊華弟兄 
對象： 凡曾修讀「靈修初階」之教友 
報名： 請填妥「普及栽培報名表」連同費用$120

交辦公室或進入以下連結報名： 
https://forms.gle/ZPtKdjYAadrQtxf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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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29日(日)或額滿即止 
備註： 報讀課程之學員必須出席 2月 26日(日) 

2:30 - 9:30pm之退修營，營費約$110，地
點待定。 

 會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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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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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5日(日) 

 

日期 週六晚堂 主日 週六 

21 – 22 5:30pm 大除夕親子聯合崇拜 10:00am 年初一親子聯合崇拜 

 座堂 Sober 

28 – 29 
石偉成傳道 

目標導向的人生 

石偉成傳道 

目標導向的人生 

石偉成傳道 

祝你「平安常在！」 

 

 
 

https://forms.gle/ZPtKdjYAadrQtxf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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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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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神在我們中間‧組長激勵大會》 
過去的日子在牧養上雖然困難多，但
恩典更多。我們的確經歷到神與我們
同在，祂的恩典夠我們用。就讓我們再
次共聚、彼此激勵，一同分享及見證神
在我們中間成就的奇事，並同心為教
會守望祈禱，求神引領我們按著祂的
心意繼續向前邁進！鼓勵各家牧、區
牧、組長和實習組長踴躍參加。  
日期： 3月 5日(日) 
時間： 2:45 - 4:00pm 
地點︰ 座堂-大禮堂 
對象： 家牧、區牧、組長、實習組長 
報名： 請填妥「神在我們中間‧2023組

長激勵大會報名表」交辦公室或
登入網上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vvyjnhdNkm3Se

hav7 
截止： 2月 26日(日) 
＊ 設有護幼服務，請於報名表上註明 

3.《復活節浸禮》 
若你已決心歸信基督，矢志一生跟從
上主，鼓勵及早準備，立即申請，藉浸
禮見證信仰！ 

日期及地點： 4月 9日(日) 座堂 

資格： 完成 201 及《102 初信造就》成
績合格者 

報名： 請填妥「浸禮申請表」交辦公室 

形式︰ 全浸及灑水 

截止： 2月 19日(日) 

綵排： 4月 2日(日) 

＊ 請隨時留意週訊公佈的最新情況及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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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9日(四) 

時間及地點︰ 8:00 - 9:30pm大禮堂 

＊ 無須報名，歡迎自由參與 

 執事會  
《會員交流會》 

本會執事會將舉行會員交流會，誠邀

各會員出席，一起積極參與。交流會安

排如下： 

日期： 2月 5日(日) 

時間： 2:45 - 4:15pm 

地點： 綜合禮堂 

 社區服務部  
《一人一利是-利是募捐大行動》 

社區服務部現正舉辦<一人一利是>行

動，期望透過募捐一人一封利是，用於

購買日用品或其他所需物資，分享予

社區有需要人士。教友可將捐贈利是

放入教會辦公室的社區服務部利是收

集箱。 

收集日期：1月 28日 至 2月 18日 

*全數善款會用作關社服務。 

如有查詢，可致電 2669 8111劉姑娘或 

許姑娘。 

 

 

            其他  

1. 《農曆新年教會辦公時間》 

新春期間，崇拜聚會及開放時間安排如下： 

1月 21日(六)年三十，第一場崇拜(5:30 - 6:45pm)如常舉行，Sober將會取消，
教會提早於晚上 7時半關閉； 

1月 22日(日)年初一，中堂崇拜(10:00 - 11:15am)如常舉行，午堂崇拜將會取
消，教會提早於中午 12時正關門； 

1 月 23 至 26 日(年初二至五)為教會假期，辦公室及教會所有設施將暫停開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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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總人數(包括網上) 

   座 堂 

 晚堂 Sober 中堂 午堂 兒童 青少年 網上 

現場點算 199 64 170 185 163 57 221 

簽 到 134 54 144 138 - - - 

嘉 賓 51 3 26 23 - - - 

歡迎會友加入 

教會廣播系統 

   

 

https://forms.gle/vvyjnhdNkm3Sehav7
https://forms.gle/vvyjnhdNkm3Sehav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