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3月 11 - 12日(第二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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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滴「沙龍」情 

2023/3/11 
 

感恩教會的沙龍樓裝修完成，現已全面啟用。除了社區服務部平日

會在那裡拓展適合社區需要的服務外，週六日亦開放予教友使用。我曾

經在沙龍樓主領退修、教 01輔導班、帶領小組、參與燒烤聯誼等，而幼

稚園婦女家員則喜歡送子女上學後，兩三個移步到那裡傾談。印象中的

沙龍樓是一個與神與人相交和學習的地方。你有甚麼 C座 ─ 沙龍樓的

回憶呢？ 

最近與日間婦女組長談起這話題，她們對沙龍樓最深刻的印象是一

個接觸未信者的好地方，尤其在茶水間舉辦小型的魚池活動，邀請送完

子女上學的媽媽參加。曾經舉辦過的活動有：包餃子、手工麵條、自製

潮式月餅、烘焙曲奇、冬日醉雞火煱等，在充裕的製作和享受美食時間

裡，大家很容易敞開心扉交談，自然地分享與神相遇的見證；一位幼稚

園家長就在一次麻辣雞煲的早餐中決志信主。感謝主！有組長記起幼稚

園家長義工曾在沙龍樓製作母親節和父親節的小禮物，婦女家員參與其

中，邊製作邊與家長傾談，建立關係，多位媽媽曾應邀參與小組和崇拜。

最難忘的一次是製作禮物期間，接獲一位懷孕的家長義工「作動」來電

求助，因家人碰巧不在家，兩位家員立即飛奔到她家中，陪伴入院分娩，

至今仍為眾人津津樂道。另一組長分享由於經常出入，接觸到社區服務

部興趣班等候的家長，除了主動攀談外，她曾經帶備單張介紹教會崇拜

和 UniKids，邀約他們帶同子女參加。欣賞她們在沙龍樓抓緊傳福音及

以行動表達愛的機會。 

踏入教會的預苦期，邀請大家按自己的步伐「生活降一級」，省下

零錢作為預苦奉獻，讓社區服務部可以有更多資源去適切回應社區人士

的需要。此外，建議下次到沙龍樓小組或活動時，預留時間為社區服務

部的服務對象、職員和導師代禱，同時求問神期望你在沙龍樓如何接觸

人？深信沙龍樓的美好不只是停留在回憶裡，上帝必定要在這裡成就更

多美善的事，更多生命要與神與人結連，經歷上帝所賜的屬天平安。 

 牧者的話 

主僕 陳慧琼 



* * * 會內消息 * * *  
2023年 3月份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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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  
《民數記》 
民數記，一本很奇怪的書，當中有以色列二十
歲以上男丁的人口數點，共兩次。也有利未人
的人口數點，子民獻上的禮物清單，和在曠野
40年的行程。不但如此，在民記中記錄了整個
世代得罪耶和華神，他們都死在曠野，米利暗
和亞倫，摩西的姊姊和哥哥都得罪耶和華神，
他們的死記載在此書中。連摩西自己也得罪耶
和華神，導致他不能進入迦南地，申命記記載
他的死。也有令人費解的巴蘭事件，也有血腥
的非尼哈事件...  
然而，在那麼多負面故事中有美麗的亞倫祝福! 
我們用六堂以 B.A.S.I.C.S. 的方法明白民數
記作者向讀者說的訊息。 
日期： 5月 3日- 5月 31日(三) 

【共 4堂】(休課︰24/5) 
時間及地點： 7:45 - 9:30pm 座堂 
教師︰ 黃德光傳道 
報名： 凡已完成 201 之教友，請填妥「栽培課

程報名表」，連同費用$120交辦公室。 
亦可進入以下連結報名： 
https://forms.gle/amBaVqpimSSw4K1p6 
上課出席率達 80%者，可獲全數退回。
逾期報名需另繳行政費用$50。 

截止： 4月 23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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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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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6日(日) 

 

2.《2023預苦期捐獻》 

3月 11日(六) - 4月 9日(六)為預苦期，讓我們
藉簡約生活，克己施予，將省下來的金錢用來
濟貧或支持福音事工，服侍社區，幫助區內有
需要的人。鼓勵大家發揮創意，製作預苦奉獻
盒，貼上教會預備的預苦期貼紙。於 3月 11 - 

12日(六至日)崇拜期間，於馬會道及粉嶺樓入
口接待處向本會信徒派發，其餘時間教友可到
辦公室索取，先到先得。收集日期為 4月 15 - 

16日(六至日)崇拜期間，收集方法請留意日後
週訊。 

3.《2023預苦期靈修之旅》 

從預苦到復活，每天透過細味福音與主相遇，
調整眼目穿越幽暗，在此時此地得見光明與恩
典。 

日期： 3月 18日(六)至 4月 16日(日) 

內容： 文字及聲音導航 

形式︰ 前一天晚上透過區牧或組長及教會
Facebook發放 

備註： 採用 2020年復刻版靈修材料。 

4.《受苦節：明陣靈程之旅》 

在受苦節裏，為自己騰出一個與神同在的空
間，一步一步與主進入迂迴曲折的旅程，聆聽、
禱告，領受神為自己預備的恩惠。 

日期： 4月 7日(五) 

時間： 4:00 - 7:00pm 

(自行安排進入及離開時段) 

地點： 教會露天廣場 

對象： 曾有行明陣經驗的本會信徒 

＊ 聚會開放予本會信徒，毋須報名，只需於指
定時間出席便可。 

5.《在脆弱中與主結連 --- 受苦節默想晚會》 

苦路上耶穌承受著身心的脆弱！晚會裡藉詩
歌、誦經、默想、聖餐與脆弱的主結連，讓祂
的脆弱成為我們的安慰與醫治，叫我們得力在
黑暗中活出信望愛。 

日期： 4月 7日(五) 

時間： 8:00 - 9:30pm 

地點： 座堂-大禮堂 

＊ 聚會開放予本會信徒，毋須報名，自由參與；
晚會不設護幼，11歲以上方可進入禮堂，敬
請留意。未足 11歲者可在家長陪同下，於嬰
兒房參與聚會。 

 

日期 座堂 Sober 

18 - 19 
陳皓揚傳道 

在理想與遺憾之間 

陳皓揚傳道 

在理想與遺憾之間 

伍彥翹弟兄 

施遲愛 

25 - 26 
林文福傳道 

回轉 

林文福傳道 

回轉 

戴迎迎姊妹 

大題「小」做 

 

https://forms.gle/amBaVqpimSSw4K1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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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禮品組》 
耶穌已復活了！！弟兄姊妹，復活節
快到了，禮品組已準備了浸禮禮物，
方便大家選購禮贈親朋，藉此分享主
的愛與溫暖！ 

日期： 19/3、26/3、2/4、9/4(日) 

時間： 11:15am - 1:30pm 

地點： 教會露天廣場 

7.《全年奉獻收據》 
為方便奉獻者向稅務局申報全年奉獻
總額，2022-2023年度奉獻收據將計算
2022年 4月 1日至 2023年 3月 31日，
本會已收訖之奉獻總額（不論是以現
金、自動櫃員機、銀行轉數或繳費靈之
方式奉獻）。各種奉獻方法之截數時間
如下︰ 

日期 奉獻方法 截止時間 

26/3(日) 郵寄-支票 1:00pm 

31/3(五) PPS 4:00pm 

31/3(五) 
銀行存款/ 

轉帳 
11:59pm 

31/3(五) 轉數快 11:59pm 
 

課程最新安排： 

 執事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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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3日(日) 
時間： 3:45 - 4:45pm 
地點： 綜合禮堂 
對象： 本會會員 

2.《週年全體會員大會日期》 

本會全體會員大會擬訂於 2023 年 9

月 17日(日)下午 3時至 5時舉行，敬

請各會員預留時間出席。 

3.《如何申請成為基本會員》交流會 
本會執事會將舉行交流會，分享會友

申請成為基本會員的資格、會員的權

利與義務，及其他注意事項等，誠邀

各有興趣的會友及會員出席。 

日期： 4月 23日(日) 

時間： 2:45 - 3:45pm 

地點︰ 綜合禮堂 

對象： 有意申請成為基本會員之會友

及本會會員 
 

 

 

名稱 日期 地點 

《301委身事奉班》 3月 12日(日) 2:45 - 4:15pm 305-6室 

             其他  

1. 《沙龍樓啟用》 

好消息！沙龍樓於 3 月將全面啟用！社區服務部將設置辦公室於沙龍樓，

透過沙龍樓的場地配套及設施，拓展出更多適用社區的服務。週六及日將

開放予教友使用，請大家一同珍惜場地，愛護設備，妥善使用。 

2. 《防疫安排》 

政府宣佈由 3 月 1 日起取消口罩令，教友可自由選擇佩戴口罩與否進入教

會。辦公室的服務將逐步於 4月開始全面恢復 (如過濾食用水、聖經、詩歌

集借用等)。感恩疫情放緩，大家的生活將回復正常，祝願眾人平安健康！ 

3. 請有編號的信徒在入口處簽到。上週出席人數統計：1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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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63 188 262 138 59 304 

簽 到 151 54 146 200 - - - 

嘉 賓 36 4 23 4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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