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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長的話

毋
忘
初

心

李炳光牧師
循道衞理佈道團團長

MEM

的成立至今，轉瞬已超過十三個年
頭了。回顧過去，主恩實在數算不
盡，記得多年前應邀在多倫多主領聚會，與兩位舊
朋友相遇，他們突然提出組織佈道團的理想。那時
我正忙於教會各種事工，那有時間想及這些問題，
想不到當我退休時他們的說話重現在我腦海之中，
我立刻想到多年來我都為了教會牧養和行政等繁忙
工作，忙到不可開交，那有機會全時間委身在佈道
工作上。不錯，我實在需要還福音的債，努力在我
喜歡的佈道事工上盡一點責任，於是開始禱告和計
劃。2005年的總議會正式成立MEM，當年的初心是
希望藉著佈道團的工作，提醒教會重視宣教佈道。
而佈道是一種教會復興的動力，當教友重視佈道，
愛人靈魂，自然熱心投入，努力事奉，教會亦自然
興旺，所以佈道團的組織完全是為了教會的復興，
信徒熱心事奉，愛主愛人，實踐福音使命，再沒有
其他動機了。
但佈道工作談何容易，佈道必須有多方面的配
合，所謂福音預工、福音繼工和福音聚會的內容是
否充實？吸引？發人深省？感染力？會眾的共嗚？
進而回應主的呼召，接受主耶穌為救主。所以起初
我的理想是多元化的佈道內容，透過詩歌、魔術表
演、話劇、個人見證和福音信息，將神的話活生生
地表現出來，使會眾感受信仰是與生活息息相關，
亦與他們的生命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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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MEM成立典禮

感謝主，十三年了！想不到我們竟然主
持了超過一千場的佈道會，接觸了數十萬會
眾，除了本港不同宗派的教會和學校外，我
們更蒙邀請到過世界各地國內國外不同的教
會機構主持佈道聚會，主將得救的人不斷加
給我們。
今年，主更為我們預備新的辦公地方，
新的衞斯理大樓建成了，總議會更為我們安
排了一個環境優美的辦公室。同工們可以安
定下來，集中發展工作，求主加添我們信心
力量，面對未來的挑戰。
讓我們毋忘初心，在此呼籲列位牧者及
主內同工同道，在禱告中記念我們、在經費
上支持我們（今年我們的預算約二百餘萬
元）、在事工上積極的投入參與。但願MEM能
繼往開來，為福音工作展開新的一頁，在廣
大的禾場中努力撒種與收割。看哪！現在正
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願一
切榮耀頌讚歸於我們的天父上帝，阿們。

TO BE CONTINUED...
2018年

因信望堂基址需交還總議會，MEM於
4月13日便遷往沙田辦公，感謝沙田
循道衞理中學借出豐盛校園一樓作為
MEM辦公室之用，又安排了四樓一間
課室給我們擺放物資。

2015年

2009年

於10月1日起遷往觀塘Methodist
City Space（MCS），辦公地方
略為大一點，可存放少量物資。

於7月12日正式遷往灣仔衞斯
理大樓十六樓作為長期辦公
之用，感謝主現有四位同工
於佈道團中事奉！

於1月1日起遷往信望堂基址長沙灣
發祥大廈辦公，因空間寬敞多了，
可存放一些較大型的話劇道具。

2006年

2005年

MEM的成立初期，當時只
有一位半職同工服侍，
並需要暫借九龍堂辦公
室開展佈道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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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團長的話

看
哪！
我
要
行
一
件

新
事！

范建邦牧師
循道衞理佈道團副團長

感

謝上帝！MEM辦事處於今年7月12日遷入新落成的「衞
斯理大樓」16樓，正式結束十多年的「漂泊生活」，
同工們也不需再面對到處搬遷的壓力，雖然目前仍要克服存放
物資等的困難，但總算是可以安頓下來，讓我們的團長李炳光
牧師可以專心投入策劃和推動佈道團的事工了。
今期季刊的主題是「作一件新事」。我相信大家都會認
同，能夠遷入新大樓固然是一件新事，但對於使用這座新大樓
的人來說，如何善用這座新大樓去傳揚福音，見證主愛才是最
重要的使命。因為一百多年前，本會會祖衞斯理‧約翰牧師行
了一件新事，就是帶著上帝的使命，突破聖公會的傳統，脫離
繁華的都市生活，放棄穩定的工作模式，他騎馬到四鄉牧養教
會，到礦場宣講福音，以生命為主作見證！
十多年前，李炳光牧師雖然在教會事奉的崗位退休，但他
宣講福音的火仍在熾熱地燃燒，於是，在本會牧師部的支持
下，並得到一班熱心傳福音的弟兄姊妹的鼎力協助，李牧師毅
然行了一件新事：成立循道衞理佈道團，以詩歌、話劇、魔術
等多元化的佈道方式，在香港教會、學校及服務機構、兩岸三
地及世界各地教會宣講天國福音，為上帝作美好的見證。

多年前，本人有幸成為MEM魔術組的成員，跟隨李牧
師到不同的地方宣講福音。對本人而言，最深印象的一件
「新事」，就是在油麻地天后廟前的空地上「玩」福音魔
術，為李牧師宣講福音信息「鬆土」。這次街頭佈道實在
是意想不到的挑戰，然而卻讓我學習和得到豐富的經驗，
增強我對街頭佈道的信心。
2013年「廟街有寶」佈道會

很感恩，本人這幾年能夠參與MEM的事工，可以更深體會以賽亞先知道預言：「看哪﹗我要行一件新
事，如今就要顯明，你們豈不知道嗎？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賽43：19)真的，MEM每一
次的出隊，都是為上帝行一件新事，就是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將上帝的活水江河引到無數乾渴
的人心裏，不但使他們得着滋潤，更盼望他們能夠認識福音，得著救恩，並藉着參加教會生活，成為栽在
溪水旁的一棵樹，葉子永不枯乾，並能結出豐碩的果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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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良牧師
循道衞理佈道團副團長

自

2005年起，循道衞理佈道團(MEM)在上帝恩典的帶領下努力廣
傳福音，在學校及堂會中，在本港和海外宣揚耶穌基督的福
音。2017年，MEM在本港及海外共主領了82場福音聚會(73場本港，9場海
外)，帶領了2000多人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這全是上帝的恩典，是聖靈的
工作！

MEM

怎
能
沒
有

你
的
支
持？

在使徒行傳中，路加醫生曾70次提到聖靈，是聖靈保守、引導初
期教會的建立，也是聖靈感動、更新使徒，賜予能力廣傳福音，
呼召萬人來歸向基督。同樣，在聖靈的帶領下，MEM在過去13年裡，藉創意
的福音話劇、動人的詩歌及見證，並有力的福音信息來分享信仰。在這些
年間，雖有非常感恩的成果，但過程並不容易，其中兩方面特別困難。第
一，MEM每次出隊主領聚會，無論是中、小學或教會，一律都是自由奉獻，
假如在新界地區舉辦，所需的費用要5000多元。雖然我們會讓申請團體按
感動或能力奉獻，但若有不足的數目，還是由MEM支付。這種做法，大大增
加了我們的財政負擔，但在團長李炳光牧師的勉勵下，我們仍然堅持分擔
福音工作需要的責任。第二，MEM的同工團隊只有四人(包括團長)，每年
舉行佈道會的高峰期，即聖誕節、復活節及學校福音週時，一個禮拜可能
有四五場聚會，她們要負責所有物資運送、安排採排、錄影及音響等等事
宜，有時更需要早上七時多到達場地，在完了一場聚會後，再趕到另一個
場地作準備。雖然工作如此沉重，但同工們仍努力肩負責任，努力事奉。
對於幾位同工的忠心服務，我深受感動。正如保羅在腓立比書1:27所說，
她們都「同有一個心志．．．為福音的信仰齊心努力！」
是的，MEM的事工中必定有挑戰和難處，但在聖靈裡，我們學習謙卑地
克服種種的困難！親愛的支持者，我和你分享了MEM的兩大需要，希望能讓
大家更認識我們的運作，以至你們能多為我們禱告，並且在奉獻上支持我
們。另外，我們也需要一些義工協助，你願意加入我們的義工團隊，在不
同的福音聚會中協助同工完成任務嗎？MEM需要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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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路人心聲

作一件 新事
在

這些年我們一起走過的日子...

2005

年MEM佈道團成立初期並沒有辦
公室，在九龍堂只有一張寫字枱
供李炳光牧師和同工使用，小組的物資就個別由組
員自己存放，有些放在工作的辦事處；有些放在家
裏。感恩的是成立初期，MEM得到很多堂會和學校
支持，我和Mabel兩位魔術師有很多演出磨練的機
會。
後來MEM搬遷到觀塘創紀之城與觀塘堂一起辦
公，魔術組開辦的第一個福音魔術班就在創紀之城
誕生了，感謝主！為方便組員共用魔術道具，魔術
組存放了第一個29吋行李箱在觀塘堂的辦公室裏，
可是它經常被人搬動，結果多數時間置放於窗台上
的布簾後，以致內裏一些魔術道具被熱溶而壞了，
很是心痛呢！
及後MEM搬遷到長沙灣發祥街信望堂舊址，感恩
那時MEM可佔用整個舊址空間，同工安排了三個約5
呎闊乘3呎深乘6呎高的大櫃給魔術組使用，各人便
將存放在家中的魔術道具搬到辦公室的大櫃裏。由
於交通便利，我亦經常往發祥街找同工午飯溝通聯
絡及商討魔術組發展，魔術組有幸參與了第一個魔
術與話劇結合的演出訓練，並於2013年頭在浸會大
學會堂順利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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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慧心姊妹
循道衞理佈道團核心成員、魔術組組長

幾年後因發祥街辦公室要賣了，MEM搬
遷到沙田秦石邨豐石街一間舊校舍，魔術組
的道具也隨之搬到沙田，由於地方較為偏
遠，魔術組多借用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屬下的
教會房間進行組聚、練習魔術和開辦福音魔
術班。感恩的是魔術組近年來開辦了多個福
音魔術班，分別在老人院、學校及安素堂舉
行，藉此使人認識更多福音魔術佈道。我亦
作了一件新事，就是突破了心理障礙往羅湖
女子懲教所，參與福音魔術演出。
今天，隨著國際禮拜堂在灣仔區落成
後，MEM亦正式搬進灣仔，佈道團有自己的辦
公室，同工和李炳光牧師可以一起在灣仔工
作。由於地方有限，魔術和話劇道具仍留在
沙田校舍，同工和隊員出隊仍要往沙田取物
資和道具，帶來一定困難，盼望將來能安排
地方給我們放置物資，讓我們可以更合一更
方便地從灣仔出發。

今年7月在大學浸信會成人團契中表演福音魔術

循道衞理佈道團（ＭＥＭ）的事奉當中，
我親身經歷到『作一件新事』這話的貼切
性。ＭＥＭ在２００５年於總議會代表部正式通過成
立，對我來說的確是一件新事物。當時李炳光牧師退
休在即，他雖放下堂會的行政工作，卻一直掛念著教
會的佈道工作，他常言：「教會若不看重佈道是會失
去生命力的。」所以，李牧師很想組織一個佈道團去
復興教會，興旺福音。另一方面，當時有幾位來自沙
田堂、馬鞍山堂及北角堂的教友，他們都有著同一異
象，盼望能強化堂會的佈道工作，挑旺信徒傳福音之
火。及後，他們邀請我加入，我就從ＭＥＭ的成立開
始一直參與其中，首先是魔術組，現在是歌詠組，深
信這也是上帝在我事奉生活中所作的新事。

上帝作的新事，多的了
感謝上帝讓我看見祂在工作，這對我的信仰生
活是很寶貴的。記得在2006年，MEM獲邀到柬埔寨短
宣，感恩可以在首都金邊的國家劇院內開佈道會。慕
道者願意帶著小朋友花上數小時的車程從很遠的鄉郊
入首都參與聚會。當時場內超過一千人，他們一早入
場且安靜坐下。後來我們得知他們原是沒有預算吃晚
飯的，經常空著肚子當常事。李牧師隨即與我們一起
禱告，盼望可在短時間內找到一千條麵飽來幫助這些
孩子。最後，上帝真的將人看為不可能的事變為可
能，看見孩子望著手上的麵飽，面上充滿驚喜，對我
們團隊來說，這正正見證著五餅二魚的神蹟。最近一
次在今年6月，MEM應邀往廣州花都慈恩堂作探訪，就
在出發前一兩天，整個地區因大雨而廣泛水浸，往返
教會的道路亦受阻，而且沒有電力供應。我們到埗後
得悉情況，大家都在徬惶著沒有電怎辦呢？要變成燭
光晚會嗎？直到晚會開始前，場內只有數枝光管亮著
並有隆隆的發電機聲，真糟糕！就在七時半晚會準備
開始，突然全場電力得以恢復，大放光明，發電機聲
停止了，換來是大家的歡呼：有電了！感謝主保守令
聚會得以順利進行，亦有多人決志信主。最後團隊回
酒店途中才知道原來整個地區仍在停電，只有慈恩堂
獲供電，原因不明，但我知道上帝在工作！

陳永堅弟兄
循道衞理佈道團核心成員、歌詠組組長

上帝作的事，我想亦不一定全是轟天動
地，具戲劇化的，上帝亦會用微小的聲音一直
鼓勵著我們。ＭＥＭ的運作常常遇到挑戰，資
源緊拙，李牧師甚至用“憂柴憂米”去形容！
但上帝就是以微小的聲音激勵著ＭＥＭ的同行
者，他們樂意奉獻人力物力，回應上帝的感
動。

ＭＥＭ的初心與新事
轉眼間MEM已成立超過十年，初心是：促
進教會興旺佈道的工作，以更多元化的方法，
有效傳遞信仰。至今，MEM亦積極提供各類培
訓給弟兄姊妹，其中『佈道人佈道心』培訓課
程就是MEM於十周年時的一個新發展方向，目
的是鼓勵信徒從心出發，回應上帝的呼召，實
踐大使命，在各堂會中強化佈道文化與心志，
一同建立使命同行者。盼望弟兄姊妹能多留意
MEM的消息，參與培訓及支持我們的工作。
末了，甚願大家能在生活中察覺上帝的工
作，察覺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聲音，在群體中
確立從上而來的呼召並能在上帝要作的新事
中，一起同工。

2006年柬埔寨短宣

7

佈道點滴

佈道行蹤

月聚會花絮

6月至9月聚會感恩

6月至9

異象分享會

本地佈道聚會
JUN
6月1日		
6月14日		
6月28日		

6月20日			
7月8日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國內探訪交流

14/6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畢業營
話劇組演出福音話劇「生命列車」

1/6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福音茶座
洪家澤弟兄表演福音魔術

6月9日至6月11日
9月29日至10月2日

JUL
7月5日		
7月9日		
7月20日		
7月29日		

學校基督教事工網絡
大學浸信會

廣州花都探訪交流之旅
茂名探訪交流之旅

北角協同中學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牛頭角浸信會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藍田堂

SEP
9月11日		
9月25日		

28/6

10月至12月聚會預告

9/7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佈道會
陳德昌牧師信息分享

5/7

北角協同中學聯校佈道會
劉建良牧師信息分享

迦密愛禮信中學
宣道會東涌堂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佈道會
話劇組演出福音話劇「交換日」

DEC

本地佈道聚會
OCT
10月14日
10月16日
10月26日
10月26日

旺角浸信會
迦密愛禮信中學
聖公會牧愛小學
匯基書院(東九龍)

NOV

20/7

11/9

牛頭角浸信會暑期聖經班
洪家澤弟兄表演福音魔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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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		
11月18日
11月28日
11月28日
11月30日

29/7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藍田堂佈道會
話劇組演出福音話劇「蠟筆小黑」

迦密愛禮信中學福音週會
話劇組演出福音話劇「帶著
音樂靠近你」

基督教北區華人聯會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禮中堂
香港真光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聖公會李炳中學

國內探訪交流

10月27日至10月28日

12月3日		
12月5日		
12月8日		
12月15日
12月15日
12月20日
12月20日
12月21日
12月21日
12月23日
12月24日
12月24日
12月25日

合一堂學校
基督教聖約教會耀安長者鄰舍中心
聖公會聖巴拿巴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愛華村堂
宣道會茵怡堂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基督教華禧(金馬)護老院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循理會青田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北角堂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廣源堂
循理會荃灣堂

清遠探訪交流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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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貼口

聚會推介

關於

加入我們！

Watoto關懷兒童事工是一項整全的關懷計劃，旨在回應成千上萬的烏干達
孤兒和無助婦女的需要，拯救他們脫離困境，培育他們成為不同領域的領
袖，讓他們運用一技之長重建國家。
整個計劃包括健康護理、醫療服務(包括愛滋病治療)、教育(正規課程及
技術訓練)、心理輔導及情緒健康、道德及靈命栽培。

Watoto兒童合唱團
自1994年開始Watoto兒童合唱團便開始走遍世界各地，為非洲的孤兒和寡
婦發聲，宣揚希望的信息。合唱團將於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在亞洲巡迴
演出，音樂會主題為「生命奇跡」。
合唱團的孩子由烏干達遠道而來，為數以百萬計的非洲孤兒和寡婦發聲。
他們有不同的故事，都是被遺棄、生命脆弱的一群，他們為全世界到訪演
出的城市，帶來希望的訊息。音樂會製作充滿澎拜活力，演繹現代非洲音
樂和舞蹈，孩子們會分享他們如何從黑暗的人生，走進充滿意義的生命，
觀眾可以因此而體會到基督救恩帶來的奇跡和歡樂。

日期

地點

地址

時間

2018年11月17日(星期六)

循道學校*

九龍衛理道12號

14:00–15:15

2018年11月17日(星期六)

循道學校*

九龍衛理道12號

19:00–20:15

*11月17日兩場由循道衞理佈道團團長李炳光牧師親臨分享信息，本團尚有
少量門票，先到先得，萬勿錯過！詳情請聯絡本團同工：2708-8619或電郵
至admin@me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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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願意在以下崗位參與服侍，請聯絡我。(可選多於一項)
話劇組（編劇或演員：參與編寫或排演劇本於佈道會中演出）
歌詠組（詩班員：以合唱團頌唱傳統詩歌的形式讚美上帝）
敬拜組（領唱者或樂手或和唱：以現代流行詩歌一同敬拜讚美）
魔術組（魔術師：以魔術作為傳講福音的媒介，透過視覺效果表達聖經
的真理）
祈禱組（代禱者：參與月禱會，以禱告支持佈道工作）
後台組（後台及音響人員：負責佈道會後台工作，如音響、燈光及後台
支援等）
拍攝組（攝影師：負責聚會的拍攝及錄影工作）
陪談組（陪談員：負責陪談工作，與新朋友分享信仰）
支援組（支援義工：大小事務的支援，如：包裝信件，搬運物資等）
填妥資料後請寄回：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71號衞斯理大樓十六樓
或電郵admin@mem.hk 或 傳真至2708-8409予本團，同工將會稍後與您
聯絡。

索取其他場次門票：http://www.watoto.asia/the-choir/see-the-choir/
音樂會門票查詢: asia.ticket@watoto.com
網址：WWW.WATOTO.ASIA		
Facebook/Instagram: Watoto Asia

Watoto音樂會義工招募
每場音樂會需要30位義工協助場地管理及禮品義賣，報名及詳情請登入：
http://www.watoto.asia/the-choir/volunteer-registration/

MEM自2005年成立以來，一直以多元化和活潑之方式於本地及海外巡迴
佈道，實踐主託付的大使命。本團設立了話劇組、歌詠組、魔術組、
敬拜組、祈禱組及後台支援組，以多元化的佈道配套方式到不同地方，
向不同會眾傳揚主恩。誠邀您加入服侍團隊，運用不同恩賜同心興旺福
音！詳情請與本團同工聯絡：2708-8619或 admin@mem.hk。

李炳光牧師是香港循道衞理
聯合教會資深長牧，歷任會
長多年，現為循道衞理佈道
團團長。
李牧師積極參與佈道事工，
除在香港各教會主領聚會
外，他的足跡遍達世界各
地。同時，他亦十分關注貧
弱及社會等問題，積極推行
有關事工。

個人資料
關於個人資料之處理
＊本人完全明白及同意循道衞理佈道團收集本人個人資料只作為聯絡之用，
一切將會保密處理。
本人不願意透過上述通訊資料接收循道衞理佈道團之最新活動資訊。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

粘貼口

支持我們！
請奉獻支持MEM的佈道工作，本年度的籌款目標為港幣二百萬元，實在
需要仰賴上帝的恩典，同時我們亦很需要您的代禱和信心支持，一同在
聖工上同心同行。

我樂意

循道衞理佈道團

一次過奉獻支持MEM整體事工經費
HK$1000
HK$3000
HK$5000
HK$10000
其他HK$______
每月定期奉獻HK$________
（詳情請聯絡本團同工：電話27088619 或 電郵admin@mem.hk）

請貼郵票
STAMP
HERE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71號
衞斯理大樓十六樓

支持以下經費
本地佈道事工HK$________
海外及國內福音事工HK$________
培訓事工HK$________
文字事工HK$________
佈道團發展及行政經費HK$________

粘貼口

16/F Wesleyan House, 271 Queen’s Road East,
Wan Chai, Hong Kong.

粘貼口

Methodist Evangelistic Ministry

奉獻方法
支票－抬頭請寫“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或“The Methodist Church,Hong Kong”
現金－直接交予同工 或 存入恆生銀行帳戶號碼 225-2-038902
＊請註明姓名、地址、電話等聯絡資料，連同支票/銀行收據寄回本團。
需要奉獻收據，奉獻收據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奉獻HK$100以上可獲奉獻收據，作為申請減免稅項之用。

個人資料
關於個人資料之處理
＊本人完全明白及同意循道衞理佈道團收集本人個人資料只作為聯絡之用，
一切將會保密處理。
本人不願意透過上述通訊資料接收循道衞理佈道團之最新活動資訊。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

2018年一至八月收支報告
收入
奉獻及收入總額
支出
本地佈道事工
海外及國內福音事工
培訓事工
文字事工
佈道團發展及行政經費
總支出

循道衞理佈道團

盈餘/(虧蝕)

請貼郵票
STAMP
HERE

HK$
942,365

本地佈道事工
(目標72萬)

海外及國內福音事工
(目標36萬)

396,239
157,636
54,661
50,843
377,209
1,036,588

培訓事工
(目標22萬)

文字事工
(目標14萬)

已籌得款項
HK$405,760

已籌得款項
HK$161,276

已籌得款項
HK$55,673

已籌得款項
HK$45,723

已籌得款項
佈道團發展及行政經費 HK$273,933
(目標56萬)

(94,223)

ＭＥＭ每月祈禱會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71號
衞斯理大樓十六樓

粘貼口

粘貼口

Methodist Evangelistic Ministry
16/F Wesleyan House, 271 Queen’s Road East,
Wan Chai, Hong Kong.

2018年各事工籌款目標(合共$200萬)

誠邀您出席MEM每月祈禱會，為將要
舉行的聚會彼此分享及代求。
日期：9/10，13/11，11/12
時間：晚上7時至8時
地點：衞斯理大樓十六樓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71號）

海外佈道事工
近年來國內的宗教政策收緊，
令福音工作遇上困難。求主親
自開路並教導我們為受逼迫的
人禱告，願主看顧及保守他們
的身心靈需要，賜我們有智慧
並帶著信心去宣講福音。

本地佈道事工
為10至12月的佈道聚會祈禱，
臨近繁忙的聖誕節期，本團接
獲近25場的聚會邀請。求主加
力給同工及事奉人員，使用每
個環節，藉著各人不同的恩賜
將好信息帶給未信的朋友，並
保守我們有精神力量事奉主。

MEM財政需要
本年度MEM的經費預算為二百
萬元，各項事工實在需要弟兄
姊妹的奉獻支持。懇求主為我
們預備所需用的，感動主內同
道的愛心熱心，在經費上定期
支持MEM，使用我們為祢作更
多更大的事。

誠邀
您
佈道 每月一
聚會
週一
代禱
祈禱
，以
，為
禱告
ＭＥ
支持
Ｍ不
我們
同的
的佈
道工 事工及
作。

代 禱 需 要

義工人手招募
為本團各組別的事奉人員禱
告，特別是話劇組與魔術組的
事奉人員減少了，同時在義工
人手方面也有龐大的需要，求
主為我們安排人手，感動弟兄
姊妹在台前幕後及搬運等工作
上支援我們。

MEM團隊成員
本團於十一月舉行退修營，由
團長李炳光牧師帶領眾核心成
員安靜退修並商討來年的事工
計劃，願聖靈親自帶領眾人歸
回安息，靈命得著更新，讓團
隊領受同一異象，在佈道事工
上有新的發展方向。
」
的。
功效
有
大
，是
力量
的
所發
祈禱 )
人
「義 書5：16
(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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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團 隊
團 長：李炳光牧師
副團長：盧偉旗牧師
副團長：范建邦牧師
副團長：劉建良牧師

事工發展主任：莫艷霞
事工發展幹事：關婷之
事工發展幹事：張雪玉
事工
幹事：潘貞歡

核心成員：余恩明牧師、岑禹勤牧師、陳永堅、陳婉玲、
何景亮、許慧心、羅美寶、林禮濤、梁智信、
廖嘉濂、林素英、梁倚真、錢德順、胡淑文、
陳紹璋、陳羅少恩

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71號衞斯理大樓十六樓
電話：(852) 2708-8619 / 3725-4566
Whatsapp：(852) 5224-2850
傳真：(852) 2708-8409
電郵：admin@mem.hk
網址：www.mem.hk 
MEM循道衞理佈道團

督 印 人：李炳光牧師
總 編 輯：莫艷霞
執行編輯：潘貞歡
設
計：潘貞歡
印
刷：保諾時網上印刷有限公司
本期印製3000份

《觀迎向親友傳閱，如不欲繼續收取本團通訊，請聯絡本團同工：2708-8619或電郵admin@mem.hk》

非賣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