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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磡堂—疫情下的福音工作 

在肺炎疫情下，最受生活困擾和影響的是基

層家庭，父母們失業、缺乏口罩酒精搓手液、小

朋友被困在家中、缺乏人際社交網絡及支援等

等。 
紅磡堂身處紅土社區，明白信仰群體需要活

出「道成肉身」的信仰，帶著愛心去服事鄰舍街坊，活出召命。故早於

疫情初期已開始收集肢體及機構的愛心支持，讓教會可給予基層家庭派

發約 8000 多個口罩、搓手液、超市禮券及生活物資等……合共支援了超

過 100 個家庭。 
當 7 月底政府全面禁止食肆堂食，看著許多

戶外工作的朋友需要在風

雨飄搖下進食暖肚，情況

狼狽。為此，紅磡堂也在

午間時段開放教會地方作

「午間休息空間」，藉此服

事「我們的鄰舍」。 

而在疫情嚴峻下，明白大部分婦女也害怕上

街，也感謝肢體們的付出與支持，包括參與探訪，

向所探訪的家庭分享主愛，

並送上「防疫祝福包」; 也

有參與祈禱、奉獻及電話關心等。感謝主！執筆時

知悉，其中一個受訪家庭一家三口決志信主。榮耀

歸主名！ 
此外，我們也嘗試

在網上推行「一齊鬆一

鬆」活動，為困在家中

的小朋友打打氣、減減

壓。 
感謝神！總結在肺炎疫情下，的確對教會的傳統牧養造成困擾，

但同時也讓信仰群體審視更新自身的資源和網絡，去服事社區、關愛鄰

舍街坊、與社區同行、轉化生命。 

https://www.news.gov.hk/chi/2020/07/20200727/20200727_162631_4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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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堂 

派粽活動喚起我們對社區

和街坊的關注，感謝神！ 

 

 

 

在疫情下透過 

「Life闊鬆一 Zone」 

直播平台，繼續接觸與 

青少年互動，正！ 

 我們的長者濟濟一堂， 

於網上查考聖經， 

掌聲鼓勵！ 

 

 
弟兄姊妹參與網上祈禱 

會，為教會和世界疫情 

獻上禱告，Ichi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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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頭角堂 —「疫有恩典」 

 

疫情下，一個小堂會能以變陣作出改動，雖面對暫停實體主日所

有聚會，在衆多限制底下，卻仍以網上或視像聚會，弟兄姊妹能留家敬

拜、彼此相交、代禱同行，並一同經歷神聽禱告─團友重病得醫治及肢

體父母歸信主，實在是恩典。感謝天父！ 

堂會以網上或視像逐步進行各聚會，到目前有：每主日網上崇拜、

每月一次網上合堂青少年崇拜、每逢周三晚教會視像祈禱會、各團契小

組視像聚會、每主日 Awana Trek（少年版）和 Awana Sparks and T&T（小

學組）視像聚會，以及暑期兒童活動的「親子運動 fit 一 fit 計劃」及 Zoom

暑期聖經班，吸納兒童和家長。疫情雖肆虐無情，看見大家一起在疫中

同行，盡力事主，體會「疫有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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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林堂 

「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並愛眾人的心都能

增長，充足，如同我們愛你們一樣，」(帖前 3:12) 

1. 主施恩，疫情下教會由小學禮堂能遷移返託管中心

聚會！ 

2. 感謝主使用一些

默默耕耘的弟兄，

花了不少個晚上

處理崇拜播放的

前期技術工夫。 

3. 主日敬拜演化進程：早期聯堂的聯播、到本堂錄播和直播，步步是

主恩典之路。 

4. 受主吸引，實體聚會下最多肢體出席的是擘餅

聚會。 

5. 耶和華以勒：神透過

聯堂、寶林及一些肢體訂購和分發不同的口罩，

部份是弟兄姊妹送贈給主內肢體、社區需要者及

託管中心的家庭。 

6. 週三祈禱會加入六組

崇拜組別者一起感恩和代禱，肢體心聲令人雀

躍。 

7. 唔講你可能唔知，最想實體崇拜的是長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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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屏堂 

在這大半年，堂會因著疫情的緣故，大都改在網上直播或錄播，

及以 ZOOM 或 GOOGLE MEET 形式進行。無疑大家能見面的時間很有

限，但總算能在網上見到大家。 

 牧養方面，主要透過電話或個別約談，來聯絡弟兄姊妹，並更新

弟兄姊妹的情況。雖然長者們大都不曉得用 ZOOM，但漸漸的有些亦學

習（或家人幫忙）用 ZOOM 聚會。至於小朋友，只能靠現有的網上資

源，提供給他們作網上崇拜，導師們仍不時在 ZOOM 聯絡他們及在網

上一同遊戲。 

不知道是否未能相見，大家

都珍惜在網上的聚會。 

至於社區方面，初期由於口

罩短缺，亦招募弟兄姊妹捐出多

出來的口罩給教會，以轉贈給教

會中一些有缺乏的、託管中一些

有缺乏的、及社區中一些有需要

的，如：清潔工人、露宿者、小

檔口的檔主，及有個別團契在街

頭派口罩及傳福音。 

希望疫情快些過去，讓弟兄

姊妹能早日回復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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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堂—疫下更新心不死 

過去八個月，考驗著我們的信仰，到底信心的火會否被撲熄？連

實體崇拜都不能舉行的時候，我們能否作明亮

的燈臺？在抗疫期間，我們曾預備一些「抗疫

禮物包」，裡面包括酒精、口罩、單張，派發

給身邊有需要的朋友。這些物資都是弟兄姊妹

熱心奉獻，充滿著暖意的行動。此外，雖然限

聚令頒布，但是法令不能捆綁眾人傳福音的心

志！福音主日仍然以網絡為媒介，照舊印發單

張派發給街坊朋友，在直播中收看。 

在教會內，我們各人也重新尋索可行的方式，彼此連結。擘餅聚

會化成崇拜裡的「桌前默想」環節，而各個團契、主日學以及祈禱會亦

盡量以網絡進行。有肢體確診新冠，但是有肢

體親身送上物資幫助。雖然少了面對面的交流，

但是在主裡的情誼沒有絲毫的減少。 

網絡連結、直播控制等等於我都是門外漢，

在疫情之下，資訊科技組確實勞苦功高！神的

手確實一直

在幫助我們，更新我們的心志和眼光。

不知還要撐多久，可是，當恢復主日

崇拜的三週裡，弟兄姊妹都踴躍返來

崇拜，我心欣喜之餘，深信主必看顧

我們，帶領沙田堂同走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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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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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灣堂—逆境無情，抗疫有情 

受疫情影響沒有實體聚會情況下，堂會也要在新常態下探索出路，如何在這期
間事奉上主、祝福教會、關懷社區。 
九龍灣堂也是摸着石頭過河，在這段期間也嘗試更新牧養方式：  
1. 透過定期電話的關心，了解弟兄姊妹的情況，關懷他們的需要，互相代禱；
遇到個別有需要的肢體時，我們也會上門探訪關懷。 

 
 
 
 
 
 
 

2. 發起數期一杯涼水計劃，收集抗疫物資，再轉發予有需
要肢體，並數次於區內進行出擊佈道，為街坊送上防疫物資之餘，亦透過傾談
問候，讓街坊得聞福音，並關心他們身心靈的需要。 

3. 添置器材：透過崇拜
直播、網上祈禱會、網上
團契聚會去祝福弟兄姊
妹，加強彼此在當下的連
繫。 
4. 開設教會專頁：提供
網絡平台，增加別人認識
教會及交流的機會。 

5. 7月底因政府限堂食的緣故，
所以開放教會，成為社區的祝
福，當中亦與相鄰食肆彼此合
作，加強溝通及張貼海報，加
強教會在區內的連結，同時亦
成為美好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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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東堂 

疫情關係，教會原定的暑期活動大部分已取消。然而，暑期青年

門訓在神的恩典下仍然舉辦。 

暑期青年門訓是為期七星期(週二至五，朝九晚五)的訓練，以小

班學習模式，透過不同課堂、出隊佈道、參觀機構、專題研經、堂會/

機構實習等，去裝備青年信徒，及塑造他們的靈命。 

感恩有 5 位弟兄姊妹委身參加，由實體聚會(教會和肢體家)到網

上學習，加上能夠到夏達華研道中心實習，經歷神豐足的恩惠，也有好

些不同的體驗，實在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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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堂 

在疫情下的轉變……. 

從今年 2 月初開始，香港教會便要面對急劇的轉變。在政府的限

聚令下，聚會停擺及恆常的佈道事工也被迫取消。因此，我們便開始思

想要建立直播系統及周間網上青成

主日學來迎接因疫情而來的挑戰！ 

我們在 6 月下旬開始邀請有 IT

背景的肢體協助設計直播系統及招

募肢體回來自行安裝。由網上訂購

影音物資至初步完成整個直播系統，

只用了短短的三星期。感謝主！肢體們馬不停蹄及同心協力地不斷施工。

在上帝的恩典及保守下，於 7 月 19 日進行首次直播崇拜。 

在短短的三星期趕工的情況下，由

貨運至組裝，均由肢體自行完成，可稱

得上是夢幻組合。特別是當弟兄們拿著

工具在教會施工時，那些景象相當美麗！

為著事奉上帝，他們都甘願奉獻時間和

精力，為要祝福肢體，讓我們能透過直

播系統的平台去一起敬拜。 

上帝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很

快我們便遇上疫情再次爆發，現場聚會再度停擺。但這次，我們已可以

從善如流，單單邀請事奉團隊回教會服侍，便可以在主日操作直播崇拜。

每次當想起這些經歷時，都感到全是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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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硤尾堂 

「風風雨雨的時候，才知道祢的溫柔。多年前，幾年後，仍然相信祢

恩手。」在這些日子裏面，風風雨雨似未能停下，但在主的恩手裏，我們

就更體會祂的愛是何等地溫柔、可親！ 

主愛少年 

我們籌備於九月開始為期

一年的少年成長「摘星計劃」。在

疫情之下，我們仍繼續宣傳工作：

於學校家長日派單張、送單張去

附近十四間中小學、在石硤尾及

白田兩個屋邨(共廿四座公屋，約

一萬八千單位)入單張到信箱。我

們願意奉主命走出去，願神帶領

少年人到這裏來！ 

主愛長者 

教會長者小組「天恩

查聚」的導師們，為著讓

他們仍繼續有學習、有相

交的機會，在疫情以來每

週透過電話一齊讀經分享，

也有個別電聯關顧、傳出聚會資料，務求讓教會中這群「小伙子」在疫情

中能夠繼續成長。 

主願人人得救 

原於主日的信仰研討班，因疫情未能實體聚會，後改於週六早上在網

上舉行。感謝神帶領多位朋友參加：有的因著安排方便參加，也有因疫情

停工而能穩定地參加！如此他們在認識福音信仰之時，也可分享看法，這

也實在是我們意想不到的呢！ 

主愛我們！ 

肢體在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中，如何實踐相愛相助的命令？除了網上祈

禱會有更多肢體參加，主日崇拜後肢體願留下彼此視像分享，更有肢體特

意聯繫去關心教會中的「小子」，一些易被忽略的肢體。主的愛就在我們

中間，鼓勵我們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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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家佩宣教士(工場：留尼旺) 

「因為在你們祈求以前，你們所需要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

(太六 8) 

今年初買機票回港述職三個月，同時也是參加香港宣道差會舉辦，

每三年一次的全體宣教同工回港退修、訓練及會議。 

居住的問題 

不過去年底從媽媽口中得知，家中重新裝修後，爸媽用了我以前

的房間，其實都很正常，因為我又不在香港居住。但是，當今年買完機

票後，心裡就開始想，他們用了我的房間，我回港後在哪裡睡呢？當然

在客廳有個小閣樓可以睡覺，但沒有自己的房間、書桌，我哪有安靜的

空間預備講章、分享、報告和新一期的工作計劃呢？我想我回港不是度

假，而是有許多的事工需要處理，並且已經有好些教會邀請我講道和分

享了。 

許多的疑問和憂慮就開始向我蜂擁而來，越想心裏便越多擔憂。

可是神卻提醒我，不要為這些事情憂慮，因為祂知道我回港的工作和需

要，祂自然會有最好的安排。那麼我便安然交託給神，沒有再去想這一

切！ 

耶和華以勒 
當回港的日子一天一天的接近，6 月初差會的一位同工電郵給我，

告訴我現在回港要隔離十四天，有沒有安

排住的地方，因為她知道我的父母比較年

長，也屬於高危人士，她說差會在天水圍

有一個單位，裏面有一個房間，有煮食用

具、WIFI、冷氣機、熱水爐等，問我是否

有需要，我就立時回覆「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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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回港前兩星期，一個晚上與姊姊

通電話，她說現在爸媽住在我的房間，我

回港後要睡在客廳，而且爸爸每晚都要起

床至少兩次去洗手間，還有他們習慣一早

便去晨運，她擔心會影響我的休息。 

因此我便向差會提問，可否在整個述職期間都住在天水圍的單位

內，他們很快便回覆我可以，因為疫情的關係，差會已將「全體宣教同

工回港聚會」推遲了一年才舉行，所以也

沒有其他宣教士回港。我雖然沒有了自己

的房間，但神卻為我預備了一個設備齊全

的獨立單位。 

感謝神我也沒有被憂慮纏繞，否則

我便由年初開始，一直困擾不安直至差

會的回覆，那麽我怎能好好的生活呢？更不可能有心力和空間去服事神

和服事人！我想各人都有自己的擔憂和掛慮的事，特別在這個慌亂的世

代以及疫情彌漫全世界，我們都需要定睛在主耶穌身上，學習將我們所

需要的交托給神，因為祂是全知、全能的，並且掌管一切。 

恩上加恩 
8 月中到宣道會希伯崙堂證道，我也述說神的預備和恩典，崇拜結

束後堂主任告訴我，在佐敦我爸媽的居所附近，有一個提供給宣教士過

境住宿的單位，原本已有一個宣教家庭租借，可是因為疫情不能如期回

港，因此我可以隨時

入住此單位，而且能

夠有多些機會探望年

老的父母。神的恩典

實在超過我所想所求，

感謝、讚美主！ 

為爸爸慶祝生日(左一為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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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本年度的「浸禮」暫定於 22/11(日)下午 3:30 假觀塘浸信會舉行，而「受

浸須知聚會」於 18/10(日)下午 3:00 假沙田堂舉行，請有關肢體留意。 

2. 感謝神為堂會賜下多年來忠心服事的牧者，經過堂會長執會議決通過，

由本年 9 月份起，有兩位牧者成為「堂主任」，分別為： 

 紅磡堂堂主任何子雄先生 

 屯門堂堂主任關惠如姑娘 

願神繼續賜福使用，帶領眾肢體同心建造榮耀神的教會。 

3. 蒙神恩領，逸東堂區天勤弟兄於本年兩年短宣畢業，隨即於 15/9 上任

屯門堂福音幹事，請為弟兄的適應和事奉代禱！ 

4. 大埔堂半職傳道黃鴻權先生和石硤尾堂半職傳道蔡寶絲姑娘已分別

向教會請辭，將任職至本年 12 月底，在此感謝兩位牧者過去勞苦的

服侍，願神帶領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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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因疫情緣故，崇拜仍於 11:15am 在網上進行，直至另行通知。 

2. 9 月開始成立少年主日學，以 Zoom 進行。 

3. 堂會於 13/9、27/9 主日崇拜內有網上直播擘餅時間。 

4. 堂會於 9/9(三)、23/9(三) 8:30pm 有 Zoom 祈禱會。 

5. 堂會將於 9 月初派送防疫及生活需用物資與紅土區南亞裔家庭。 

6. 安得烈團契馬健如姊妹將在 9 月入讀短宣中心的常青基礎課程，以

西結團契盧燕鈺姊妹入讀倩青基礎班課程，求神記念她們的學習及

悅納她們的擺上。 

7. 感恩腓利團契李國偉弟兄第二名女兒於 7 月 28 日順利出生。 

8. 蒙神恩領，GIFTeam 李穎雯姊妹與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黃典俊弟兄

將於 26/9(六) 2:00pm 於永光堂舉行婚禮，求神賜福他們的婚姻。 

9. 長青團郭帶弟兄(郭子昌的父親)於 28/8 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弟兄一

家。 

10. 長執會通過委任何子雄先生在本年 9 月開始作為紅磡堂「堂主任」，

求神使用牧者的服事，與紅磡堂團隊一同共建神家。 

九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6/9 麥子強先⽣ 陳新源 鄭姑娘 — 

13/9 關惠如姑娘 尹國威 鄧思恆 — 

20/9 何子雄先生 何先生 吳卓怡 — 

27/9 李偉豪先生 梁成坤 余詩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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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因著疫情與限聚令，9 月的聚會仍在網上進行。 

2. 7 至 12 月的主日學為「四福音神學與門徒的召命」，隔週網上進行。 

3. 擘餅記念主時間仍舊在崇拜後，敬請留意。 

4. 星期三晚網上祈禱會，誠邀大家出席，同心祈禱： 

 9/9 (三) 本港醫療壓力與本堂醫護需要 

 23/9 (三) 使命宣言之社區關懷與街坊需要 

5. 9 月重啟鍾榮光學校福音事工，全職同工和幾位肢體仍舊領中二級

學生(不論網上或實體課堂)，求神使用。 

九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司事/直播 

6/9 雷露珊姑娘 黃祖蔭 康慧敏 —  

13/9 黃鴻權先生 梁漢傑 雷姑娘 —  

20/9 戴廣德先生 賀永堅 黃秀娟 —  

27/9 何子雄先生 劉仲輝 李詩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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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鑒於新型冠狀病毒第三波疫情未得控制，本堂暫停主日所有實體聚

會，改用網上崇拜（錄播/直播），直至另行通知。鼓勵弟兄姊妹留家

敬拜神，願神保守我們，願我們在疫情下仍常與主結連，敬拜不息。 

2. 實體月首祈禱會及實體星期三教會祈禱會取消，直至另行通知。除

了發放 Whatsapp 版「祈禱之訊」外，每周三晚上 9:00 我們繼續進行

視像網上教會祈禱會。願弟兄姊妹踴躍參與，同心守望，禱告不息。 

3. 尼西團團友林穎瑜姊妹(Alice)已於 2020年 7月 28日平安誕下男嬰，

重 7 磅 4 安士(約 3.3kg)，取名為陳晉勤。為穎瑜和家輝一家感謝神，

並代禱新手爸媽的適應，晉勤健康成長。 

4. 各小學、中學和大學已開學，本堂有一位小一生(Awana 組員 Kyle)，

六位中一團友(洪靜、馮希來、吳梓謙、杜可晴、林詠萱，黃卓瑋)，

讀大一團友(李悅陶姊妹)與冼樂謙弟兄(等待國外升學)。願神加能賜

力給堂會教書的肢體，並賜福添智慧與各學子，有良好的適應及殷

勤學習，新一學年學業進步，愛神愛人的心不斷增長。 

九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9 蔡寳絲姑娘 — — — 

13/9 周素芬姑娘 — — — 

20/9 吳偉林傳道 — — — 

27/9 林慶榮長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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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因疫情變嚴峻及多變數，崇拜聚會將繼續用錄播形式進行，收到肢體

多渴望能再次有實體敬拜，記念主開路！ 

2. 本年寶林堂接納申請受浸者為朱素梅、劉婉玲及李蔚玲，榮耀歸神！ 

3. 教會祈禱會改以 Google Meet 進行，歡迎弟兄姊妹參與。 

4. 為各團契網上形式聚會，在基督裡享受與主與團友的相交。 

5. 教會 11/10 有帖撒羅尼迦前書的「寶劍練習」，請弟兄姊妹備心參加。 

6. 9 月開學了，記念老師、父母親及學生的適應。 

7. 文彬一家已於 16/8 抵英，記念証禧及証豐求學有主恩帶領。 

九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9 雷靜儀姑娘 — — — 

13/9 李文耀牧師 — — — 

20/9 賴瑞娟姑娘 — — — 

27/9 葉國麟先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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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新一季主日學(9-12 月份)課程以 zoom 形式教授，課程有：禱告理

念及組長訓練。 

2. 27/9(日)為「懇親主日」，講員：黃梅英姑娘。求神使用她的信息，

請肢體踴躍邀請未信主親友參加，讓親友能得聞福音，早日歸主。

禱告記念如疫情不明朗可能在網上舉行。 

3. 應屆受浸肢體有 1 位：何恩奇弟兄。 

4. 3/10(六)下午 4:30-6:30 為俄巴底亞團契 16 周年感恩會，記念籌備的

形式，盼在疫情下仍然可以共證主恩。 

九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6/9 陳帶娣姑娘 何永超 陳惠珠 — 

13/9 鍾志球先生 郭俊傑 袁宏毅 — 

20/9 曾嘉豪先生 蔡文偉 李綺雲 — 

27/9 黃梅英姑娘 黃偉雄 周燕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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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因疫情及限聚令的限制，堂會各聚會暫時採用錄播（或直播）及 Zoom

網上形式舉行。 

2. 9-10 月主日學：但以理書的信息。 

3. 約瑟團契黃啟欣姊妹日前平安誕下女兒，求主保守女兒健康成長、

姊妹的康復，及啟豪與啟欣一家往後的適應。 

 

九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9 吳庭鋒先生 梁廣煒(領詩：賴姑娘) 黎曉心 — 

13/9 鄭瑞邦先生 張建明(領詩：王曉詩) 郭伊莉 — 

20/9 牧愛會 陳龍達 劉穎明 — 

27/9 梁國強先生 梁廣煒 羅肇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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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教會在疫情反覆之下，聚會需要作彈性改變，求主賜執事、同工們

智慧，能夠適切地安排調動。 

2. 教會已於 16/8(日)恢復崇拜後的祈禱會，暫時用 Zoom 舉行，鼓勵弟

兄姊妹每主日預留時間參加，同心守望神國度。 

3. 由 9 月開始，播道神學院之神學生陳榮耀弟

兄來沙田堂實習，弟兄乃但以理團團友。願

主帶領弟兄在過程中有美好的學習，彼此配

搭。 

 

 

九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9 周素芬姑娘 温健輝 張文珊 — 

13/9 戴志遠先生 黃遠訊 梁淑恒 — 

20/9 林慶榮長老 高作雄 梁恩能 — 

27/9 彭振國牧師 許  鵬 鍾詠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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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新一季 9-12 月的主日學是「基督生平」及「社關倫理」，請弟兄姊

妹留意上課地點及時間。 

2. 記念 9 月開始，屯門堂到兩間中學的教學及接觸學生，求主帶領及

看顧。 

九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9 關惠如姑娘 敬拜隊 劉景耀、羅扁女 

13/9 譚志超博士 敬拜隊 吳霈琳、杜錦文 

20/9 鄭家輝牧師 敬拜隊 林詩雅、關艷霞 

27/9 劉麗梅姑娘 洪  風 李戀欣 陳懿翎、李玉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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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長執會已通過黃嘉敏、黃健菁及李婉君姊妹受浸申請。因應疫情，

浸禮暫延至 22/11 舉行，請記念聯堂各項安排。 

2. 16/8-20/9(日)網上主日學「信仰之旅‧《因著信》」共 6 課，講師：黎

錫華牧師，主日早上 10 時錄播，透過 Google Meet 討論分享，歡迎

肢體參與。 

3. 由 30/8 起於崇拜後擘餅記念主，非常時期非常做法，堂會預備了擘

餅杯套裝供受浸肢體來教會領取，不領取的肢體，仍可於擘餅時段

用心靈記念主。 

4. 為鼓勵大家藉中秋佳節進行友誼佈道及福音預工，傳道部預備迷你

月餅小禮物，讓弟兄姊妹送給同事、親友和街坊，原價每份$30，教

會津貼以半價$15 給大家認購。小禮物包內有一個鐵盒迷你月餅、

福音單張、扇及心意咭。 

5. 教會正式開設 Facebook 專頁，名為：「基督徒信望愛堂九龍灣堂」，

大家可於 Facebook 搜尋，並透過專頁獲取教會最新消息。 

九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 防疫 

6/9 劉麗梅姑娘 梁秀霞姑娘 潘頌詩 — 

13/9 陳家駿傳道 鄧思維 饒皓蓉 — 

20/9＊ 黃素霞姑娘 梁秀霞姑娘 潘詠恩 — 

27/9 梁秀霞姑娘 陳家駿傳道 潘頌詩 — 
 

 

＊同步有青少年崇拜  



 
 

26 

 

 

 

 

 

 

消息及代禱 

1. 婦女查經班 9 月開始復課，每週二下午 2:00-3:30 以 Zoom 進行，請

姊妹按時參加。 

2. 每週三晚上 8:30-9:30 以 Zoom 舉行教會祈禱會，請肢體預留時間參

加，同心禱告。 

 

九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6/9 林慶榮長老 何浩華 李淑嫻 — 

13/9 鄭嘉慧姑娘 余耀森 林嘉文 — 

20/9 趙雁婷姑娘 龔家毅 王思婷 — 

27/9 葉振璋先生 譚海章 林嘉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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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感謝神！截至 7 月份，專為主日崇拜直播系統所收的獻金合共

$54,800。而整個系統的建設費用是$42,735。執事會已通過盈餘

$12,065 撥備作日後的系統維修及保養。 

2. 現仍繼續招募肢體接受直播系統操作訓練及協助當值。如有意參予

之肢體，請盡快聯絡牧者或執事。 

3. 請繼續禱告記念牧者及執事團隊，需開始商討明年的牧養方向及全

年計劃，尤其在這充滿挑戰的時刻，極需肢體的代禱，讓教會能行

在上帝的旨意中。 

4. 請繼續禱告記念，大埔商業中心仍在大型維修中，求主保守過程順

利，能準時完工。 

九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簡報 

6/9 黃鴻權先生 謝世傑 梁思進 莫梓侖 

13/9 梁秀霞姑娘 馬子堅 羅芷欣 歐展翱 

20/9 鄭志興長老 何啟忠 梁英儀 張  俊 

27/9 李穎蓮姑娘 廖瀚文 梁思昊 莫梓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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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及代禱 

1. 少年「摘星計劃」(興趣班及團契)將於19/9開始，請記念各服侍肢

體的準備，並宣傳工作的進行。求主帶領更多少年人參與！ 

2. 莫華玉女士(敏燕奶奶、宣懷媽媽)於19/8早上於睡夢中離世，請記

念肢體，求主加倍安慰他們不捨的心情。喪禮已安排於8/9晚上及9/9

早上舉行。 

 

九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司事 

6/9 蔡靜儀姑娘 梁家幫 陳麗香 余佩麗 

13/9 葉振璋先生 王國良 張寶珠 雷德荃 

20/9 陳帶娣姑娘 梁仲豪 陳麗香 張少玲 

27/9 吳家佩姑娘 張宗揚 張寶珠 林嘉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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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靜儀姑娘 

書名：我們與(不)信的距離 
作者：黃嘉樑 

出版：基道出版社（香港，2020 年 7 月初版，152 頁） 

簡介： 

弟兄姊妹，與疫情對抗了大半年，你已出現「抗

疫疲勞」嗎？在四周環境滿佈著不明朗因素的衝擊

下，你的身心靈開始乏力嗎？對掌管萬有的主宰，

還是堅定的信靠嗎？主耶穌說：「因為離了我，你們

就不能作甚麼？」(約 15:5下) 我想現時回歸神話語、讓神給力，正是

對付各種疲勞的最佳良方；因此，我為大家選了一本靈修小品…… 

   《我們與(不)信的距離》首先吸引我的地方，是書面引子提出了

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 

 是上帝的召命太沉重？還是人的初心太容易失落？ 

 我們與信的距離、與不信的距離又真的那麼遙遠嗎？ 

 究竟誰比誰更有信心？誰比誰更蒙神眷顧？是甘於平凡的，還是

希望被神大用的？ 

    再者，作者選取了六位有名的舊約聖經人物，但卻不是從表揚德行

的角度，離地的成為我們必需仿效的對象；反之，他選取了他們「不完

美」的部分，如：小信的亞伯拉罕、不蒙祝福的以掃、被自我蠶食的基

甸等。藉以啟發我們學習如何從失去信心、靈性軟弱、不斷掙扎的信仰

路途上，察驗神在我們生命中的旨意；挑戰我們去正視那個真正的自己，

接受那個曾經順服，也曾叛逆的自己，從而幫助我們在主耶穌再回來前

的世代，活出忠於召命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