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1月 28 - 29日(第五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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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常的序幕 

2023/1/28 

感謝主，在上週崇拜聚會中，再次看到一張張可愛的臉，充滿笑容

的兒童為新春聯合崇拜揭開序幕。 

 

 

 

 

 

在台下的我感到很興奮，因為久違的回憶回來了。記得在 2020 年 

1月 25日，那時正在舉行新春聯合崇拜，孩子們準備半年的聚會終於來

到了，他們有的負責敬拜跳舞，有負責擔任司儀等等，孩子以他們的 

恩賜事奉神，服侍人。正正在那個時候，完成了第一場的聚會，疫情 

來到香港了，第二天的聚會，所有孩子都開始戴上口罩，大家都緊張 

起來，聚會最終在歡慶中完結。我常常說，這次聚會我們抓住了「疫情

前的尾巴」。 

今年新春的獻演，彷彿為 UniKids 踏入 5 周年開始作一個開幕禮，

在疫情的影響下，UK有很多的活動取消或轉型式舉行。現在，疫情開始

退去，社會也開始復常了，在 2023 年，5 周年的 UniKids 也要回復正

常，並且我們會以 5周年為題，舉辦不同的活動與製作記念品展開。而

重中之重中是，重啟 UK的恩賜培育環節，期望孩子們能在孩童時有機會

發掘自己的恩賜，並在幼年時開始事奉神。在過程中，也建立孩子的一

個重要品格─「自信」，希望孩子能向他們身邊的人散發健康的自信心，

在台上都能感到從容自在，不怯場，把自己預備最好的獻給神。 

讓我們更多的為我們下一代禱告，求主親自建立他們，在主裡 

健康地成長。 

 牧者的話 

主僕 梁婉秋 

  



* * * 會內消息 * * *  
2023年 2月份聚會： 

 事奉  

《301委身事奉班》 

透過認識和發現自己的 S.H.A.P.E.去撰寫事奉宣

言，藉以協助學員能成功尋找合適的事奉崗位，

共建神的家。 

日期： 3月 12日(日) 

時間： 2:45 - 4:15pm 

導師： 陳慧琼姊妹 

地點： 座堂 

對象： 已完成 201委身成長課程的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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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aR9gfeuRqTuS27 

逾期報名須另繳行政費用$50 

截止： 3月 5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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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1月 11日至 2023年 1月 27日) 

陳炳潮、潘詠晞、林漢文、 

黎嘉穎、陳麗萍、陳淇烽 

2.《成長課程 I—自我全方位認識》 

「認識自我」是流傳已久的遠古智慧，只有認識

自己的人，才會盡展所能，也能揣摩到上主在個

人身上的旨意。本課程會介紹眾多坊間實用易明

的自我認識工具，如 DISC、VAK、16型格等等，

從而助你全方位地探索及認識真正的自己。 

日期： 2月 7日 - 3月 14日(二) (共 6堂) 

時間： 9:30 - 11:30am 

導師： 梁偉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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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aYYEZnN6NMppM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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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若改變上課模式將會提早通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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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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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堂 Sober 

4 - 5 
梁偉明牧師 

靈路上主偕行 

梁偉明牧師 

靈路上主偕行 

梁偉明牧師 

靈路上主偕行 

11 - 12 
陳慧玲傳道 

哼一首愛情頌歌 

陳慧玲傳道 

哼一首愛情頌歌 

阮穎瑜傳道 

魚腹中的禱告 

 

 

 

https://forms.gle/LoaaR9gfeuRqTuS27
https://forms.gle/TyPaYYEZnN6NMppM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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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最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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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 日期 地點 

《靈修第二階》 2月 1日(三) 7:45 - 9:30pm 305-6室 

             其他  

1. 林文福傳道於 1月 18日(三)至 2月 2日(四)放假，敬請留意。 
2. 伯特利家樂天倫牧區李思霆姊妹的父親李成章弟兄於 1 月 6 日(五)主懷 
安息。定於 2月 11日(六)下午 2:00在屯門醫院康復大樓殮房舉行安息禮，
隨即出殯，同日於和合石火葬場舉行告別禮及火化，願主賜安慰予家人。 

3. 《遊樂場玩耍注意》 

教會遊樂場之各項設施，歡迎家長陪同小孩使用，為確保安全和愉快，請 

小心看管子女，並遵守場內守則。此外，隨著教會場地開放，馬會道及粉嶺
樓大閘亦已開啟，家長請留心看顧小孩，確保安全，避免走失。 

4. 請有編號的信徒在入口處簽到。上週出席人數統計：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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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取消 

290 

取消 

聯合崇拜 77 280 

簽 到 103 152 - - - 

嘉 賓 46 3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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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會友加入 

教會廣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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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