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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太 28:19)，這是主託付我們的大使命。2003 年，前香港循道
衞理聯合教會會長李炳光牧師退休在即，得著呼召，倡議組織以本會名義佈道團的計劃。感謝主的帶領，
循道衞理佈道團（MEM）於 2004 年 10 月由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牧師部通過正式成立。

成立以來，MEM 曾到訪大專院校、中小學、幼稚園、教會、老人院及其他機構主領福音性聚會。以魔術、
話劇、見證分享等多元化形式會眾分享福音，配合本會牧者的證道及呼召，領人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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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被

差遣！

如果我們要將耶穌的教導用八個字來表達，就是：

來！跟從我！
去！傳福音！
第一句是主的「呼召」，第二句就是主的「差遣」，有呼召，就必有差遣，基督教就是
一個差遣的運動。主耶穌呼召我們，就是要我們去使萬民作祂的門徒。主耶穌呼召我們不是
要我們只承受祂的恩典，坐享其成，而是叫我們有份在祂的使命中，實踐祂所托付我們的使

團長的話

命。今天福音得以廣傳，教會林立，宣教事工得以積極發展，就是因為祂「差遣」我們進入

李炳光牧師

世界，活在人群中，見證分享和活出上帝的愛，使人因着祂的愛而活出豐盛的生命。

當我們研究基督教的歷史，最感人的一部份就是宣教士的付出和犧牲，

這墓碑是紀念一個宣教士 Rev.John Geddie，

因為他們所流的血與汗，教會成立了。當年的宣教士離鄉別井、梯山航海、

宣教士所留下的足跡和他們的貢獻何等使人肅然起

披荊斬棘、遠渡重洋、含辛茹苦，見證基督，好像史惠澤醫生、戴德生、馬

敬。這使我聯想到主耶穌在復活之後對門徒說：「願

禮遜、德蘭修女等和許多不知名的宣教士默默地獻上一生，都是為了福音的

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緣故，都是為了回應主的「呼召」和「差遣」。當我在澳門參觀馬禮遜的墓時，

（約翰福音 20:21 ）

最感動我的是在他的墓旁有許多小墓碑，寫着死者的姓名和他們的年歲，有
許多都是十分年輕，有些是宣教士的妻兒，他們都為了福音的緣故，為了見

祂的大使命也明顯地說：「所以，你們要去，

證基督的大愛，為了中國人得聞福音，默默地客死異鄉，獻上了他們的生命，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

正如邊雲波先生所寫的「獻給無名的傳道人」裏的描述：

他們遵守。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世代的終結。」（馬太福音 20-28:19）

「是自己一雙的手
甘願放棄世間的一切享受；
是自己一雙的腳
甘願向苦難的道路來奔走！」
在南太平洋一個小島叫 New Hebrides，有一個宣教士的墓碑上寫着：

When he come here,
There were no Christian.
When he went away,
There were no heathen.

當他來這裡，
沒有一個是基督徒。
當他走了，
沒有一個是非信徒。

在祂升天之前也對門徒臨別贈言：「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
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使徒行傳 1:8）
我要強調的：主差遣的，不單是歷史中的傳道士、牧者傳道，而是現在的你和
我，每一個蒙呼召揀選的信徒，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環境、什麼時勢，我們都是
主的福音大使，作主耶穌的見證人。難怪我們的會祖衛斯理．約翰說：「全世界是
我們牧區！」不錯，教會不單是一間建築物，而是一個信仰的群體，你和我都有份
在其中。MEM 就是響應主的呼召和差遣，進到人群中，在我們的辦公地方、在我們
的家庭、在我們的生活中作一個蒙差遣的人，見證主耶穌的大愛。

弟兄姊妹們！你也被差遣！讓我們積極地回應和實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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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遣

盧偉旗牧師（循道衞理佈道團副團長）

讓我們從兩段聖經經文，思想「差遣」的意義及今天我們該如何實踐回應。
第一段經文，路加福音十章１至６節：「這些事以後，主另外指定七十二個人，差遣他們兩個兩個地在他
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他對他們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要求莊稼的主差
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莊稼。你們去吧！看！我差你們出去，如同羔羊進入狼群。不要帶錢囊，不要帶行囊，
不要帶鞋子；在路上也不要向人問安。無論進哪一家，先要說：『願這一家平安。』那裏若有當得平安的人，
你們所求的平安就必臨到那家，不然，將歸還你們。」
「他指定七十二人」可見，主耶穌定意要使用門徒為他作工。這是耶穌基督的作工的方法。耶穌的方法乃
是「以人為本」「以呼召為本」「以使命為本」。主耶穌乃群羊的大牧者，他是世人的救主，他是大君王受膏者，
他已擁有天下所有的權柄；他本來巳擁有足夠的能力親自將生命的福音向世人分享及呼召萬國萬民歸向他。所
以這裡説「莊稼巳經熟了！」然而上帝國度的福音並非叫世人認同某一種能力或理論。基督的福音乃生命的重建，
是關乎全人更新改變，是使人得着更豐盛生命的福音。因此，上帝要呼召「人」，以薪火相傳的方式，以生命
影響生命！當我們願意接受主的呼召，領受主的差遣，這時候，我們屬靈的眼光便會打開，看到上帝奇妙的作為，
祂早已預備莊稼。當我們回應主的呼召道：「我在這裡，請差遣我」，我們便成為上帝福音的管道，聖靈會與
我們同工。
此外，這段經文也教導我們，我們被差遣所傳的福音，乃是「平安」的福音。今天，我們所經驗的世界，
正充斥着惶恐不安、疏離疑惑和迷惘恐懼等氣氛，世人皆需要這份真實而恆久的平安，是世界不能奪去的平安。
因此，當我們願意接受主的差遣傳平安的福音時，我們是為世人送上最重要的祝福，這是何等重要的使命。

第二段經文，馬太福音廿八章１６至２０節：「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指定他們
去的山上。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
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
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世代的終結。」
這裡提到，主耶穌「指定他們去山上」堅固他們對門徒使命的理解。「所以」是指因着耶穌
基督這基礎，我要領受差遣的人有幾個重要的意識須學習及堅固。

歡樂
時光

聚會

福音

一，「去」是充滿主動行動性的。我們不能衹停留在理論層面，我們必須有勇氣身體力行，
進入不同生命的真實處境，去接觸人，去愛人，去與人分享福音的真實，以生命影響生命。傳福
音並無捷徑！

「你要認識上帝，就得平安；
福氣也必臨到你。」
約伯記 22:21

二，我們是蒙召乃使人「作門徒」，這是生命建造的工程。因此，我們要有持續工作的意識，
不是一兩項活動或節目就能建立生命，活動或節目衹是一度邀請的門，當人願意接受救恩，他需
要有人一步一步教導和扶持才能持續成長，踏上這門徒成長之路。因此，主要差遣我們去建造生
命而非「做活動、辦事情」而已。我們願意成為別人生命的建造者嗎？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人未曾信主，怎能求告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
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
等佳美！」

願我們一起領受主的「差遣」，同心合意，
興旺福音，建立教會，宣揚天國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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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見證

潘慶章牧師

撒母耳記上

耶和華是看內心。
人是看外貌；

BOSCO POON
潘慶章 (Bosco Poon) 說唱創作歌手，藝名 B.O.Z 意思是 Born Of Zion
（由錫安而生）。他出生於香港，能演繹快歌及慢歌，能操廣東話、國語及
英語。他 12 歲時移民溫哥華，在讀中學時已對 rap 產生濃厚的興趣，甚至
開始鑽研這種音樂藝術，由英文變成中文。在 20 歲時，他更在華納音樂溫
哥華 Hip-Hop 選拔賽中以自創的歌曲獲奪冠軍。在 22 歲時，他和幾位好友
組成 Hip-Hop 組合「Syndicate」，並與台灣百代音樂簽約。但好景不常，
後來生命出現了突然巨大的轉變，要被迫停止音樂上的工作，更從此改變了
他的生命。

人的盡頭，神的開始

16:7

這轉變源於當時年少誤交損友，被牽連
在一個綁架案內，而父母也將退休金拿出來
打官司，但最終在加國被判幫兇有罪及入獄
12 年。而這 12 年的時間正是他事業的黃金期，
但通通都要付諸流水。甚至連口口聲聲說愛
他的模特兒女朋友也即時離他而去，整個人
生就陷入谷底中。在孤獨的鐵窗生涯中，充
滿恐懼和迷網，他再看不見盼望，更患上了
憂鬱症，不吃飯不見人。在這時候，有一位
監獄的牧師來跟他聊天，牧師說：「一個人
雖然犯了錯，但可以改過自新，重新開始。」
他開始思考人生問題，並閱讀聖經，更決志
信主。

遇主相遇，生命更新
在一個寂靜的晚上，他讀到馬太福音廿八章 19 至 20 節：「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
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當讀到這兩節經文時，感到非常激動，他直接跟神說：「我看不到祢，聞不到祢，
摸不到祢，聽不到祢，祢說與我同在？」之後他坐在地上痛哭：「如果祢是真的，就來跟我談話！」。過了幾個星期之後的一個晚上，他和一位獄中
好友禱告時，他看見了一個異象，有一道白光從天而降，臨到他面前然後進入了他的身體。之後他感覺到有一對溫暖的雙手擁抱着他：「Don’t be
afraid, I’m your Lord, and I’ll rescue you.（不要害怕，我是你的主，我會拯救你。）」禱告後他和好友分享這異象。好友說：「神親自下來找你，
一定是祂已揀選你，你將來必被祂大大使用。」自那天起，他開始得到信仰的改造，更一邊進修一邊成為傳道工作者和心理輔導員，幫助在獄中的囚犯。

與神立約，領受差遣
有一次他閱讀聖經參孫的故事時，在感動中與神立盟約：「如祢差遣我，我就以參孫一樣弄一個辮子頭去為祢服侍。」四年多後，他因表現出色
獲得提早解釋。自 2010 年出獄後，他熱心社會服務，並用勵志或福音音樂加上演講，在溫哥華的學校和教會主領大小不同的社會活動。他的傳奇故事
也曾在美國 CBN 電視台、北美華人電台、恩雨之聲電視和電台節目、北美星島周刊、溫哥華新時代電視、加拿大聖經協會、列治文華人總商會、香港
國度復興報、香港創世電視、 天使心等播出及刊登，祝福許多的生命。此外，他更繼續進修神學課程，在 2014 年成為傳道人，並在 2017 年成為溫哥
華 More Than 12 教會的主任牧師。並且他過去五年寫了一本自傳 “Risen From Prison: Beyond My Wildest Imagination”。在 2019 年這本自傳
在 THE WORD AWARDS 獲得 「加拿大
最佳新原稿奬」，並在 2020 年初開始
全球發行。今天，上帝差遣他回來了
亞洲，成為演藝界的牧者。
從他的藝術外表和過去案底很容
易被別人標籤「不良好」的感覺。但
回顧過去十多年，看見神為他開路，
看見神揀選了他作新時代的僕人。
「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撒母耳記上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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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使命

【漫畫】信仰探索

？

蔡頌輝牧師

疫情考驗著教會：到底我們平時只是在搞
宣教事工，還是建立宣教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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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愛

滾動

莫艷霞 Polly
（MEM 事工發展主任）

「讓愛滾動」不單是傳愛、祝福生命，更是建立屬上帝的生命，經歷恩典的途徑。
六月份 MEM 福音大使繼續走進社區，分別在藍田和沙田派發祝福防疫包和傳講福音。我們看見疫情下街坊們都
活在惶恐不平安中，接觸許多的生命最需要的不是防疫物資，而是陪伴、關心、安慰和鼓勵，好深的感受到他
們真正需要的是從上帝而來的「信心」、「盼望」和「愛」。
在社區接觸中，佔大多是長者，他們都感到孤單、被撇下、心靈空虛軟弱，他們會滔滔不絕的述說自己的家庭
狀況、過去經歷、困苦、孤單和身體軟弱等。又會遇到在貧窮基層的街坊，當我們送上小小福包和關切的問候
時，他們會展露笑容連連感謝，並開放的告訴他們在生活上的狀況和需要，看見上帝暖暖的愛進到他們的心裡。
此外，在祝福行動中聽見一篇又一篇使人心痛流淚的生命故事，好真實地體會到惜日耶穌定意要走進各城各鄉
尋找心靈孤單和失喪的人，並向弱小貧窮者作出關愛幫助，祂的心情是何等的傷痛和焦急。
每次出動祝福社區，好真實看見上帝的同在、帶領和美好的安排。我們曾多次在下雨中傳福音，沒有因天氣而
退縮，反而看見上帝為我們預備聽福音的人。在疫情病毒肆虐下，在傳福音時難免會為身體有所擔憂，但上帝
告訴我們「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上
帝必與你同在。」約書亞記 1:9
在服侍中，我們以為是施予，其實同時是收取，經歷上主的大能和豐盛恩典。
在服侍中，我們以為是幫助他人，其實同時幫助自己，勇敢走出安舒區，被上主訓練成更強更有信心的自己。
在服侍中，我們以為祝福別人，其實同時祝福自己，被主陶造生命走向完全，活出上帝喜悅的生命、真門徒的
生命。
「要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為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也要為我祈求，讓我有口才，能放膽
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祕， 我為這福音的奧祕作了帶鐵鏈的使者，讓我能照著當盡的本分放膽宣講。」
以弗所書 6:18-20

為
身心
有需要的人禱告！

背上十架跟隨主，我們靠著的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靠著聖靈，靠著上帝的大能和恩典。面對任何困難逆境，
我們最要更的是恆切的禱告，常常的警醒，並且彼此代禱守望。使徒保羅提醒我們，無論得時不得時，當繼續
放膽的宣講福音。
上帝的拯救計劃有你和我在其中，一同領受差遣！ Go

！ Go ！ 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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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2/

28/8

祝福藍田

整裝
待發～ 齊

祝福筲箕灣

走進社區
～關心
他們！

齊
出發
！

16/6、24/

6、30/6

祝福沙田

福
為要傳平安的

同
不
走到

角落～

音！

讓愛滾動 9-12 月預告
祝福筲箕灣
祝福天水圍
祝福油麻地、佐敦
祝福馬鞍山

11

MEM

佈

道

行

蹤

9-12 月本地佈道 / 福音聚會預告
SEP
29 沙田循道衞理小學

21/6 MEM「誰憐天下慈父心」父親節網上佈道會
MEM 首次在網上舉辦父親節佈道會，感謝鄧婉玲
姊妹獻唱詩歌及分享她與爸爸的見證，緊接著有
團長李炳光牧師分享浪子回頭的信息。佈道會錄
影不單在香港播放，並在馬來西亞、英國及荷蘭
教會也廣傳播放。收看反應很好並有收看者留言
說：「一邊看一邊流眼淚，講得對，好感動，感
謝神。」
感謝主讓我們在不同平台，以不同方式繼續去傳
揚福音，分享主愛！

DEC

OCT
11
18
21
25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 牧師部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 牧師部
滙基書院（東九龍）（兩場）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 牧師部

NOV
5 聖公會陳融中學（兩場）

5
6
8
12
16
17
18
20
22
22
24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廣源堂
循理會賜恩堂
聖公會仁立小學
合一堂學校
基督教聖約教會耀安長者
鄰舍中心
觀塘循道幼稚園（兩場）
浸信會天虹小學（兩場）
將軍澳平安福音堂
路德會協同中學
基督書院
播道會太古城堂

有關福音聚會預告最新消息，請留意		
循道衞理佈道團 之最新公佈。

MEM 網上事工
每日活水

「每日活水」以每日一經文
製作而成，願上帝話語成為
弟兄姊妹每天生活之能量及
盼望。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
遠 不 渴。 我 所 賜 的 水 要 在
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
生。」（約 4：14）

「 加油站
」屬靈分享
事工，由八月以經文分享配以詩歌製成短片，讓
弟兄姊妹能安靜一刻回到上帝懷抱，在主裡重新
得力。

加油站～安靜在主裡

靈筵分享

MEM 每月推出的「加油貼圖包」，
讓弟兄姊妹隔外不隔愛，在疫境下
彼此打打氣，繼續傳愛。歡迎下載
將祝福和關愛傳送給身邊的人。

加油貼圖包

「靈筵分享」事工一直深受弟兄姊妹支持，MEM
團長李炳光牧師看見弟兄姊妹在疫境中的困苦、
心靈上的憂傷、枯乾及疲乏，盼望能以靈筵分
享與弟兄姊妹同行、藉上帝的話語來彼此激勵、
提醒與安慰，願一同靠著上帝，跨過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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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及內地福音事工 HK$_________
文字事工 HK$_________
讓愛滾動事工 HK$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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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事工資訊通知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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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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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方法

本地佈道事工 HK$_________		
培訓事工 HK$_________			
佈道團發展及行政經費 HK$_________

支持以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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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5-4566 或 電郵 admin@mem.hk）

我樂意

本年度的經費為港幣 $2,200,000，懇請您成為我們的奉獻者，以
奉獻參與我們的佈道事工，一同起來，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本團的福音佈道事工在過去十五年來得以能順利延續和擴展，全賴上主
藉教會和主內同道一同支持和分擔本團的事工經費。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馬太福音 28:19 

粘貼口

循道衞理佈道團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
衞斯理大樓十六樓
Methodist Evangelistic Ministry
16/F Wesleyan House, 271 Queen's Road East,
Wan Chai, Hong Kong

請貼郵票
STAMP
HERE

粘貼口

粘貼口

禱告篇

「我的弟兄們，你們遭受各種試煉時，都要認為是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考驗，就生忍耐。
但要讓忍耐發揮完全的功用，使你們能又完全又完整，一無所缺。」（雅各書 1:2-4）

為疫情禱告

新冠肺炎病毒在 2020 年全球肆虐，結業潮、失業潮頻出，對本港社會民生及經濟有嚴重的打擊影響。
祈求上主憐憫，止住病毒散播，求主賜智慧能讓專家找出根治病毒的有效方法。
祈求上主保守，賜下平安，好使在這磨難日子中，人心不會因疫症驚慌和沮喪。
求上主賜給人有敏銳觸覺和應變能力，以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的艱難，以積極的行動來面對「疫境中新常態」的轉變，以無比的信心和忍耐來信靠上帝，
祂必定帶領我們走出曠野。

「我對你們說了這些事，是要使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要有勇氣，我已經勝過世界。」（約翰福音 16:33）
「在人不能，在上帝卻不然，因為在上帝凡事都能。」（馬可福音 10:27）

2020 年 1-8 月財政報告
收入
2020 年 MEM 許多的事工都被疫情打斷及打亂了，福音聚
會事工一次又一次的延期、取消。但 MEM 仍然要感謝恩
主，祂並沒有撇下 MEM，祂帶領著 MEM 向前推進、擴展及
更新突破。
MEM 看見香港的景況正處於社會不穩和疫情的衝擊中，看
見人心惶恐不安。在禱告中聖靈的感動帶領，MEM 在 3 月
無懼疫況出動進入香港不同的社區中「讓愛 滾動」，
為要傳平安的福音，安慰關懷受苦的人。感謝上帝作 MEM
的帥領，進入禾場接觸生命，聽到許多經歷滄桑的生命
故事、看見許多得救的靈魂、又建立了一群傳福音的團
隊。並且感謝上帝的供應，在福包物資上，就如五餅二
魚中，越做越有，越變越多。

ＭＥＭ每月祈禱會

感謝上帝賜給 MEM 同工們有許多不同的恩賜，使 MEM 能即
時回應人心的需要。在疫境中，限聚令使所有聚會都不能
實體進行，MEM 推出網上福音事工（每日活水、加油站、靈
筵分享、福音貼圖包及網上佈道會等），為要無論任何地
方、任何時間，在遠處近處的人，也可透過網上平台能認
識福音、接觸未信主的人、安慰提醒正在處於失望不安的
信徒。當上帝關了一道門，必打開另一扇窗，網上事工更
擴大 MEM 傳福音的網絡，許多海外信徒和未信主的人也透
過網上福音事工，生命得著祝福和造就。相信這道大門只
是暫時關上，定必重開，所以 MEM 看見的「不是少了一道門，
而是多了一扇窗」。
越艱難越看見主恩的豐富，MEM 不斷在疫境磨練中蛻變 ，
2020 年是艱難重重的一年，但也是恩典滿滿的一年 。
「從他的豐富裏，我們都領受了恩典，而且恩上加恩。」
（約翰福音 1:16）

懇請大家成為 MEM 的代禱守望大使，
誠邀您出席 MEM 每月祈禱會，彼此分享及同心為 MEM 福音事工
以禱告紀念 MEM 福音工作，求主保守
切切禱告。
帶領 MEM，並供應 MEM 經費需要。
日期：16/9，21/10，18/11，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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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疫情嚴峻，祈禱會將以 Zoom 視像模式
舉行，敬請留意 MEM 網站之每月最新公佈。

本地佈道事工
海外及內地福音事工
培訓事工
文字事工
佈道團發展及行政經費

奉獻收入總額
支出
本地佈道事工
海外及內地福音事工
培訓事工
文字事工
佈道團發展及行政經費

支出總額
盈餘 /( 不敷 )

HK$
293,861
1,500
68,305
63,306
285,245

712,217
HK$
360,032
86,967
113,535
411,142

971,676
(25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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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能成功投遞，
請退回給寄件人。

《歡迎向親友傳閱，如不欲繼續收取本團通訊，請聯絡本團同工：3725-4566 或電郵 admin@mem.hk》

非賣品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
衞斯理大樓十六樓
16/F Wesleyan House, 271 Queen's
Road East, Wan Chai, Hong Kong
網址：www.mem.hk

團 長：李炳光牧師
副團長：盧偉旗牧師、范建邦牧師、劉建良牧師
事工發展主任：莫艷霞
事工發展幹事：關婷之、張雪玉、潘貞歡
核心委員：
余恩明牧師、余勝意牧師、林禮濤、何景亮、錢德順、許慧心、
廖嘉濂、梁智信、羅美寶、陳婉玲、王耀光、李鈺麟、莊 力、
劉玉琦、賴凱榮、簡美玲、李鴻安、黃海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