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3月 25 - 26日(第四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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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小組成為一個迎新群體 

2023/3/25  
感謝主，近日教會崇拜每週也有新來賓，你的小組準備好接待新朋

友，拓展神國度了嗎？ 

我牧養的群體剛舉行了「讓小組成為一個迎新群體」401站長訓練，

出席的領袖和組員都充滿期待，希望小組可以向外開放，迎接新朋友的

來臨。 

按《自然的教會發展》作者施瓦茨的研究，教會只要健康就可以增

長，而佈道事工的健康指標就是「需要導向」，即若以滿足福音對象的

需要為方向進行佈道事工，就能為小組和教會帶來增長，亦能落實對社

區的祝福。 

教會一直實行的關係佈道正是一種回應福音對象需要，先關係，後

福音的智慧策略。因為我們很明白在一個人的信主歷程中，朋友的角色

非常重要；據統計，差不多八成人信主或返教會都是因為朋友或親屬邀

請的。你也有邀請過身邊的朋友及親屬返小組或教會嗎？或會因為福音

的原故為主認識朋友，實行關係佈道嗎？ 

最近在崇拜中接待過不少教友邀請回來的朋友，他們對信仰開放，

願意經歷信仰的真實。欣賞每一位努力在學校、職場、家族、鄰舍中建

立友誼並邀請親友認識福音的教友，你們正以關係佈道來拓展神國度！ 

除了現有的朋友，我們還可以在社區中認識新朋友。 

我們座落的社區，近年有不少新入伙的屋苑陸續落成，這些剛搬入

新社區的人士，較一直住在社區的舊街坊更需要有人幫助他們融入社區，

在他們因適應居住環境轉變而帶來焦慮時，需要有人幫助他們發現和滿

足個人深層的需要。你願意成為他們的朋友，以友誼和福音來回應他們

的需要嗎？ 

教會和社區服務部正計劃回應這些

新社區的需要，首先會服務的是與教會只

需５分鐘巴士車程的皇后山山麗苑，初步

先會透過舉辦興趣班和優質家長班回應在

職人士和幼兒家長的需要，教友可以成為

興趣班的導師或學員，也可以成為優質家

長班的促進員，參與其中，實踐關係佈道。

請大家禱告記念！ 

小組有多歡迎新朋友，就有多大增長的潛力。 

你的小組要蛻變成一個迎新群體，第一步要做甚麼呢？ 

 

 牧者的話 

主僕 陳慧玲 



* * * 會內消息 * * *  
2023年 4月份聚會： 

 宣教  
《401委身見證班》 

掌握傳福音的方法和心法，為神得著更多生命。 

日期： 5月 14日(日) 

時間及地點： 2:45 - 4:15pm 座堂 

導師︰ 陳慧玲傳道 

對象︰ 已完成 301委身事奉的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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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JC4AcaSqB86oAUP9 

逾期報名需另繳行政費用$50。 

截止： 5月 7日(日) 

 培訓  
1.《靈修第三階 – 默觀祈禱‧重遇基督》 

簡介何謂黙觀祈禱和神操的靈修傳統，學習靜

觀、境觀和十架觀的黙觀祈禱，幫助學員開始操

練黙觀祈禱於生活中，以致與主有更深更穩的

連繫。 

日期： 5月 9日 - 6月 13日(二) [共 6堂] 

時間及地點： 7:45 - 9:30pm 座堂 

導師： 葉俊華弟兄 

名額： 12人 

對象： 凡曾修讀「靈修初階」及「靈修第二階」

之教友 

報名： 請填妥「普及栽培報名表」，連同費用 

$120交回辦公室。或進入以下連結報名︰ 
https://forms.gle/zxRMKvGZEEaP1k7z7 

出席率達 80%者， 

可獲全數退款 

逾期報名須另繳行政費用$50 

截止： 4月 30日(日)或額滿即止 

備註： 報讀課程之學員必須出席退修營，營費

約$450。 

2.《課程退款》 

請《成長 II》及《靈修第二階》出席率達 80%之

學員，由即日起至 5 月 14 日(日)帶備收據到辦

公室取回學費。 

3.《聖經鳥瞰》 

本課程幫助學員對聖經各書卷的要旨、歷史、
文化及地理有概括的了解，從而提升個人讀經
及研經之能力。 

日期： 5月 9日- 6月 13日(二) 

【共 6堂】 

時間及地點： 9:30 - 11:00am 座堂 

導師︰ 黃玉霞姊妹(拉比團隊成員) 

報名： 凡完成 201 之教友，請填妥「栽培課程
報名表」，連同費用$120交辦公室或進入
以下連結報名： 

https://forms.gle/8Jz9k8gaE4EBcgQ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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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日) 

4.《完成 201教友名單》 

熱烈祝賀以下 7位教友完成 201課程： 

(由 1月 28日至 3月 23日) 

梁仲邦、林秀燕、黃鳳嬌、文顯晴、方樂琳、 

關美晶、鄭兆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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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 4:15pm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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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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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座堂 Sober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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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9 
趙崇明博士 

黑暗中得釋放更新的生命 

趙崇明博士 

黑暗中得釋放更新的生命 

曾子揚弟兄 

耶穌復活＆生命改變 

 

 

 

 

https://forms.gle/vJC4AcaSqB86oAUP9
https://forms.gle/zxRMKvGZEEaP1k7z7
https://forms.gle/8Jz9k8gaE4EBcgQ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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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派發浸禮邀請咭》 
復活節受浸名單已張貼於壁報板上，
歡迎教友蒞臨觀禮，並鼓勵受浸者在
主裡不斷成長。由即日起，浸禮者可
前往辦公室領取浸禮邀請咭(每人可
取 5張)邀請親友蒞臨，同證主恩。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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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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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禮品組-浸禮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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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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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23復活節浸禮》  

日期： 4月 9日(日) 

聚會時間： 3:00 - 4:30pm 
入場時間： 2:40pm 
備註： 觀禮者可提前到風雨操場排隊

等候入場 
兒童入座安排︰ 
i. 11歲或以上方可進入大禮堂 
ii. 3-10歲以下可往三樓 L翼 
iii. 3歲以下可往二樓副堂 
＊ 10歲以下兒童需由家長陪同觀禮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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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及地點︰ 3:45 - 4:45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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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及地點︰ 2:45 - 3:45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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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5日(三)是清明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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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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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55 168 205 140 67 229 

簽 到 164 43 133 134 - - - 

嘉 賓 42 1 22 4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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