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3月 18 -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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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 Family (親子嬰幼崇拜) 

2023/3/18 
 

感謝主，Super Family (SF)已開展近半年了，感謝 SF導師的擺上、
家長的認同、小朋友的參與。在 SF開始初期，家長無懼疫情，隔周參與
聚會。每當看到家庭全家一起親近天父的美麗圖畫，也為家庭萬分感恩。 

 

 

 

 

            

記得在招募 SF導師時，原本只有一位小綿羊（即前身 0-3歲聚會）
導師留任，到事工開始時神預備了合共 6 位導師，深感神的供應及看見
家庭有被牧養的需要，並親自呼召用人。每次在 SF聚會前，導師會早一
小時到達，一同清潔場地、鋪地墊、整理玩具及物資，更要緊的是，她
們在聚會開始前會先彼此分享及代禱；在聚會完結後，導師一起收拾、
消毒玩具及作檢討。感恩神所預備的僕人滿有恩賜，她們滿有愛心、主
動佈道、能敬拜、能帶領、能講道。她們甚至主動發起活動—SF農耕親
子活動，與家庭到田野中享受天父的創造。 

 

 

 

 

 

 
 

一眾 SF 導師心裡祈盼牧養更多的生命，等待著一個個家庭來到主
的殿中。Super Family是具福音性並且對家庭屬靈生命建立的聚會，如
果你是 0-3 歲的父母，千萬不要錯過；如果你身邊有親朋好友的孩子正
值這個年齡層，請你誠邀他們每逢二、四週主日，早上十時前來，那定
必是讓他們認識主的好機會！如有查詢，歡迎與辦公室聯絡。 

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
是這樣的人。」馬太福音 19:14 

 

 

 牧者的話 

主僕 梁婉秋 

一家人 
一起禱告主 

齊齊聽聖經
故事 

 

  
由教會準備出發 

 

收成啦! 

 
淋下水先 



* * * 會內消息 * * *  
2023年 3月份及 4月份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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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數記中記錄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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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四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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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做 S.H.A.P.E.起動禮》 

匯聚牧區及小組領袖一同領受異象和策略，

體驗使用最新製作的《全攻略》手冊，齊心起

動全民運動，讓教會所有人找到個人特質，實

現上主心意。 

日期： 4 月 30 日(日) 

時間及地點： 2:45 - 4:00pm 大禮堂 

對象︰ 家牧、區牧、組長、實習組長 

報名： 請填妥「全民做 S.H.A.P.E.起動禮報名

表」交辦公室或登入網上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KQy5v76ZcdAHngCo9 

截止： 4月 23日(日) 

* 設有護幼服務,請於報名表上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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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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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26 / 3 
林文福傳道 

你還缺少一件 

林文福傳道 

你還缺少一件 

戴迎迎姊妹 

大題「小」做 

1 – 2 /4 
梁偉明牧師 

同蒙恩召‧得力事奉 

梁偉明牧師 

同蒙恩召‧得力事奉 

梁偉明牧師 

同蒙恩召‧得力事奉 

 

 

https://forms.gle/amBaVqpimSSw4K1p6
https://forms.gle/KQy5v76ZcdAHngC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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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禮綵排》 

將於復活節受浸之教友及襄禮者，請
準時出席浸禮綵排。 
日期： 4月 2日(日) 
時間： 2:45 - 4:30pm 
地點： 座堂大禮堂 

7.《禮品組-浸禮鮮花訂購》 

禮品組為你提供預訂花束服務，讓你
送贈花束予浸禮者。花束款式任選，
可於 4 月 2 日(日)前到禮品組預訂，
詳情留意海報。 
查詢： Ann姊妹(9187 2570)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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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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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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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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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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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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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 《重要通告》 

教會是神的家，信徒在其中相聚，享受互愛互助的情誼。會內嚴禁利用人際
網絡主動推銷商品或服務，包括保險、傳銷、獎券等；亦嚴禁向教友借貸及
募捐，敬請留意。 

聚會開始前，請教友關掉所有響鬧裝置。聚會期間，請保持安靜，勿隨意走 
動或傾談，以讓大家能專心、有序地敬拜主，多謝合作！ 

2. 請有編號的信徒在入口處簽到。上週出席人數統計：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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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192 215 157 65 224 

簽 到 145 57 151 149 - - - 

嘉 賓 31 13 25 3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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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