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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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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信仰生活中也是一樣，主上帝的命令與吩咐，當
然是我們一點也不會疑惑，並且會輕易地作出肯定，更會積極
地堅持下去。這肯定會使我們甘願付出任何代價，為要實踐上
帝所託付我們的。

李炳光牧師

網上福音事工

主耶穌在升天前與門徒作出真誠和富有挑戰性的囑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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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8:19-20）這大使命二千多年來都是我們
基督信徒竭力的遵守、肯定、和努力奉行的。教會之所以有今天，
完全都是因為這信念，MEM 之成立也是因為主的吩咐，和對我們的
託付。朋友對我們的託付我們都會努力完成，何況主的託付我們更
應不遺餘力地、不計代價地、專心一意地、堅定不移地努力執行。

十六週年了，我們竭盡所能地為要完成主所託付的大使命；當然
這使命的確十分艱巨，而且極具挑戰，但我們仍認為是責無旁貸，所
以用盡各種方法為了滿足主的心意。這些年來都以不同方法，努力培
訓，積極創新，以心以口以行動宣揚基督，務求爭取更多失喪的靈魂。
不是為了增加教會的人數，而是努力使更多人作主的門徒，使在地若
天的國度，早日實現在人間。我們肯定我們的勞苦在主內必不致徒然，
流淚撒種的，將來必歡呼收割，這就是我們所肯定的信念。求主加添
我們的信心力量，又願主內弟兄姊妹們繼續支持我們、關心我們、為
我們禱告。我們深信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要倚靠主的
靈方能成事。（亞 4:6）

倚靠主的靈方能

主最後的話說：「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世代的終結。」
（太 28:20）

陪談訓練
·每日活水
  ·靈筵分享
   ·心靈加油站
    ·MEM 窩心福音貼圖包

團長的話

福音話劇
小丑福音劇

MEM 關心境外華人的信仰需要，
我 們 曾 遠 赴 新 加 玻、 馬 來 西
亞、柬埔寨、印尼、英國、美
國、澳洲、加拿大、紐西蘭、
以色列、清遠、英德、佛山、
福州、茂名、廣州、梅州等地，
進行探訪交流及巡迴佈道。

奉獻

歡迎邀請本團
主領佈道 / 福音聚會

在我們的生活經歷中，有許多事情是我們確實可以「肯定」
的，也有不少事物是我們不敢「肯定」的，例如突然接到一個
陌生人的電話介紹一樣東西，我們會懷疑、會否定、會拒絕接
受，因為來電的人我們不認識，所以我們會疑信半參。但如果
來電的人是一位老友，一向是忠誠可靠，我們會很容易相信，
並肯定其真確性。其不同之處是來電的人是否可靠，真正誠實，
故此，關鍵是我們對來電的人的信任性。

話劇訓練

天天與你們同在

感謝主，這是我們所肯定的信念，願祢的旨意成就，阿們。

魔術訓練
福音異象
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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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盪中 堅定的信念

記得在 2004 年修畢紅色門徒課程後，便開始跟隨 MEM 出隊，在「耶穌在廟街」佈道會中第一次「實習」，
協助陪談及技術支援的工作，之後更有機會加入 MEM 成為團隊，在香港、內地、新加坡、東馬、以色列、英國、
加拿大等地服侍，學習傳揚福音、分享信仰。不經不覺，我參與 MEM 的服侍原來已 16 年多了！到底是什麼原因
讓我能堅持至今？相信是基於上主那寶貴的應許：「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羅馬書
10:15 下 )

余恩明牧師（循道衞理佈道團核心委員）

使徒保羅引用舊約聖經來描寫傳道者在迫切時候去傳福音，讓被罪所綑綁的
世人得以聽聞好消息，使他們有機會信主得救！保羅寫《羅馬書》是為訪問羅馬
而作準備，他常為當地的信徒禱告，祈求上主讓他能毫無阻礙地去到他們當中，
除了堅固他們的信心外，他更渴望能見同胞以色列人得救。然而，「…人未曾信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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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羅馬書 10 章 14-15 上 ) 因此，「報福音、傳喜信」
實在是每個基督徒當盡的責任！

若說信心，馬可福音九章記載耶穌為一個男孩子趕出附體的啞巴靈時，這樣
說：「『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9:23) 作為基督信仰群體的成員，
我們不會認為自己不信，卻會承認信心不足，會像這孩子的父親一樣說：「我信；
求你 ( 主耶穌 ) 幫助我的不信！」(9:24 ) ；或者，「我信，但是我的信心不夠，
求你幫助我！」( 現代中文譯本 )。我們相信上主的大能，卻小看自己的能力。

過去一年多，世界面對反覆的疫情，似乎未找到良策應對。我們所處的香港，更加受著政治變革和經濟下滑所影響，大大困擾市民的情緒，
引致對周遭環境失去信心，申請移居外地的個案亦不斷增加。由於各人對同一事件的理解、態度和立場的差異，在缺乏溝通和商量的情況之下，
人與人之間失去信任，造成對立和分裂。教會實在是社會的縮影，類似的對立和分歧也有出現，有人選擇轉往其他教會聚會，更可悲的是有人
離開教會、放棄基督信仰。
今天，我們要撫心自問，自己是相信上帝的大能，還是個人的掌控力，事情必須在自己的期望以內發生，才會安心相信？保羅在教導哥林
多信徒面對困苦考驗時是這樣說：「你們所受的考驗，是你們能承受的。上帝是信實的，在受考驗的時候，總會給你們開一條出路，讓你們能
忍受得了。」( 哥林多前書 10:13) 因此，無論今天我們遇到什麼困境，上帝必與我們同行。我們不妨轉換一個角度去看當下困難，並要對上
帝有信心，也明白依靠衪，必定能夠跨越困難。當我們可以積極堅定起來，不再沉溺於失落情緒時，就會看見上帝為我們開的一條新路，並且
經歷祂更豐盛的恩典。

梁智信 （循道衞理佈道團核心委員）

信心不足或不夠堅定，乃是信徒的致命傷。難怪很多人批評基督教信仰為情緒化，只為一刻感動或霎時衝動，而決志成為信徒，因此信仰
只能維持三分鐘熱度；甚至譏笑信仰不夠科學化、沒有理性，是導人迷信的產物。聽到這樣的評價，我們當然會有強烈的反應，甚至認同這是
武斷的批評。但這也值得我們思考和反省，在面對一些艱難日子，或是突然而來的災難和苦困時，自己的表現又會如何，是否破口大罵、怨天
尤人、遷怒教會、甚至離開信仰呢？

理想
理
想
堅持

又如馬太福音十四章記載門徒的船隻在海中遇到大浪顛簸，門徒看見耶穌在海面上走就驚慌。彼得卻要求耶穌顯大能，讓自己能從水面上
走，但因害怕最終失敗，將要沉下去時，耶穌就伸手拉住他，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疑惑呢？」(14:31)

在疫情嚴峻和限聚的日子，MEM 雖然不能舉行大型的佈道聚會，不過我們的
腳步並沒有停下來，我們改以開拓網上的方式繼續福音和接觸人心的工作，將耶穌基督的愛與恩典傳遍社區。我
們又組織「讓愛滾動」福音隊，為街坊送上防疫物資福包，藉此祝福及關心社區中的清潔工人、基層人士、長者
及有需要的人，傳遞上帝的平安，以愛祝福這個城市。正因為有人願意「奉差遣」去「傳道」，才能使人有機會「聽
見」而「相信」，因為「相信」而懂得「求告主名」，最終得著基督的救恩！

傳遞信望愛

MEM 的會歌「理想」正肯定我們內心一直持守的信念：
傳遞信望愛，決心實踐神異象，從立志悔改至今亦也一樣。
無論有沒有，我只獻出我的忠心，曾是軟弱跌倒別再想。

為我主將一生奉獻

但見金色的禾場，或許孤單總要自強，獻出恩賜得主的讚賞，負上使命將萬國照亮。
靠著耶穌現啟航，能同心參予互補不足，讓愛發出光芒，

仰望耶穌別隱藏，祈求主拖帶並賜力量向遠方闖，能共你一起侍奉，為我主將一生奉獻，
福音遍傳，我願承擔，仰望神國度這日會天邊降。

祈求上主繼續使用我們這一群愛報福音、傳喜信的人，甘心樂意為主擺上自己，
無論得時不得時，務要使更多人成為認識愛、經驗愛和實踐愛的門徒。

福音遍傳 我願承擔

聆聽「理想 」MEM 會歌
5

給夢想 一雙翅膀

就是這樣，我信了主，並決定離職，不再為夢想和成功而追逐不休。我曾努力
嘗試尋找文職工作，但一直都找不到。反而在一次機緣下參加了電視《超級巨聲
4》的歌唱比賽後，便展開人生新的一頁——加入了電視台工作，曾負責兒童節目
《Think Big 天地》主持、主唱主題曲及片尾曲。上帝真好！祂一直在帶領著我，
完成我的夢想——唱歌成為我的事業。並且現在我是福音歌手，在不同學校和教會
以詩歌來祝福許多的生命。

我是李雯希呀！我十分喜歡唱歌，自小的夢想是當歌手。而長大後

因工作關係需要注重外表，唱片公司常批評我多處外表的不好及要求我
減肥，每天要八小時練舞、學唱歌和其他事務，當時身心極之疲累。並
且因減肥藥的副作用下，情緒常處於失控的狀況。當時爸爸看見，對我
說：「不要哭，哭是沒用的」，我感受到爸爸要我當一個剛強的人，但
當時我很懦弱，無法停止淚水。其後在一次工作中認識了一位基督徒歌
手，他邀請我返基督徒歌手小組，於是在多次的邀請下便出席了，我在
小組中分享了自己的心事，而當時有一位姊妹對我說：「你其實生得很
美，你是上帝所創造的，你是好獨特的，你是上帝的公主。」但當時的
我並不相信這些說話。

生命見證

李雯希姊妹

之後，公司對我的外表上有更多要求，心情極度沮喪，腦裡曾出現

現在疫情中，雖然少了很多歌唱的工作，但上帝

我的爸爸向著我流淚的影像，而基督徒歌手小組的姊妹一直關心我及為

卻讓我在這段時間開始了兩件任務。第一件是教唱

我禱告，於是我再次回到基督徒歌手小組，又有一位姊妹再對我說：「地

歌，藉著教學生唱歌同時分享詩歌和福音；第二件是

上你的爸爸為你而流淚，更何況創造我們在天上的爸爸呢？「人算甚

為神裝備讀神學，深深明白自己是屬於上帝，我要作

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你使他比神微小一點，賜

好準備日後方能隨時被主使用。回顧過去的人生，看

他榮耀尊貴為冠冕。」詩篇 8:4」就在這時候，我終於醒覺了，我相信

見主的恩典實在太美麗了，看見上帝所作的一切遠超

自己是天父所創造，是獨特和尊貴的，是天父的寶貴女兒。此外，我反

人所想所求。今天我的夢想是成為主所喜悅的門徒，

思自己的過去人生，我太在意別人如何看自己，一直努力的改變只是為

一輩子努力捉緊跟從主，祂會帶領我展翅高飛，感染

討好別人、為夢想和成功，但最終還是換來被嫌棄。

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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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信仰探索

蔡頌輝牧師

當生活陷入困境時，
你需要的不是理由，而是安慰；
你需要的不是答案，而是一個人；
耶穌並沒有帶給我們一堆解釋，

衪與我們同在。
- 鮑伯．本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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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
時光

1-4 月本地佈道 / 福音聚會感恩
JAN

APR

13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錄播）

01 循道學校（錄播）

「靈筵分享」事工，是以錄影
形式之靈裏愛筵分享，由團長
李炳光牧師分享上帝話語，好
讓弟兄姊妹在疫境中得着鼓
勵、安慰及提醒。

循理會青田堂
7/5、14/5、21/5、28/5 及 4/6（共 5 次）

MAR
03
24
24
26
29
29
29
30
30
31
31

聚會

福音

「每日活水」以每日一
金句作出提醒，願上帝
話語成為人引導，成為
生活之動力及盼望。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兩場）（錄播）
基督書院（錄播）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兩場）（錄播）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錄播）
心光學校
靈糧堂秀德小學（兩場）（錄播）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兩場）（錄播）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兩場）（錄播）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英華小學（三場）
將軍澳循道衞理小學（錄播）

佈道異象分享會
8/2 伯特利神學院

5-8 月本地佈道 / 福音聚會預告
MAY
08 藍田循道衞理小學
11 沙田循道衞理小學（錄播）
28 聖公會牧愛小學

JUN
18 民生書院小學（兩場）
25 合一堂學校
29 粉嶺救恩書院（兩場）

JUL
06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08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五場）
16 葵涌循道中學
有關福音聚會預告最新消息，請留意
		  之最新公
循道衞理佈道團
佈。

神愛關懷中心
26/5、2/6、9/6 及 16/6（共 4 次）

「加油站」屬靈分享事工，以經文
分享配以詩歌製作屬靈影片或以插
圖方式作靈命提醒，盼望為弟兄姊
妹生命加油，發放更多正能量。

MEM 定時推出窩心福音貼圖
包，最新一期更推出了動態
貼 圖（WhatsApp 及 Signal
平台皆可用），歡迎弟兄
姊妹到 MEM Facebook 留言
下載，在抗疫下隔外不隔
愛， 以 短 訊 彼 此 聯 繫， 傳
遞祝福與關愛。

加入「循道衞理佈道團」之義工成員

掃瞄 QR code 報名

感謝主帶領的帶領，循道衞理佈道團於 2005 年正式成立，本團的異象是「邁進
福音禾場，實踐主託使命」。成立至今，本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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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談組、讓愛滾動組及後台支援組等。
誠邀您加入服侍團隊，運用不同恩賜同心興旺福音！
報福音，傳喜訊，同來實踐上帝託付給我們的大使命。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 28:19 上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
本團同工。
電話 3725-4566 或電郵
admin@me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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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

佈

道

點

滴

將軍澳循道
衞理小學（
錄播）
福音話劇「
尋光歷險記
」

基督教宣

道會宣基
小學（錄
陳芷盈姊
播）
妹詩歌分
享

（錄播）
靈糧堂秀德小學
分享
信
曾美娟會吏 息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
小學（錄播）
李雯希姊妹詩歌分
享

基督書院（錄播）
鄧民瀚宣教師信息
分享
中華基督教
會基法小學
（錄播）
福音話劇「
幸運兒」

英華小學
（
詹家偉弟 實體三場）
兄福音魔
術

播）
紅磡信義學校（錄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子」
福音話劇「快樂王

賢書院（錄播）
中華基督教會銘
分享
余勝意牧師信息

心光學校（實體）
福音話劇「尋光歷
險記」

慧小學（錄播）
中華基督教會基
息分享
劉彥怡宣教師信
路德會呂祥
光中學（實
體）
Wake Up M
inistry 詩
歌敬拜

循道學校（錄播）
福音話劇「幸運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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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觀塘
祝福觀塘

2 月 6 日、20 日
3 月 6 日、20 日
4 月 3 日、24 日
5 月 15 日、22 日

探訪神愛關懷中心會員
送暖被
1 月 25 日、26 日～寒冬
探訪
跟進
5 月 11 日、12 日～

「讓愛滾動」見證分享
姚麗媚（MEM 福音大使）

MEM 在去年四月開始推動「讓愛滾動」事工，
我們一班福音大使走訪各社區去接觸基層市民，
希望將這份「關愛」給予我們的「鄰舍」。在適
當的社交距離及安全情況下，我們走到街上或屋
邨休憩公用地方去接觸他們。在過程中，我們送
予防疫福包給他們，同時聆聽他們的心聲，關心
他們在疫情中的生活狀況，福音大使們也向他們
傳講福音訊息，讓上帝的愛傳遍各社區，我們也
為有需要的人士祈禱，令他們的身心靈得到上帝
的祝福與安慰。在茫茫人海中能與每位鄰舍有緣
遇上，彼此願意打開心扉對話，深信這全是上帝
的作為，因為單憑人的能力確實不能做什麼，凡
事行在主的旨意中，就必能成事，願一切榮耀頌
讚歸於上帝。

在疫情中學習去愛，繼續讓愛滾動社區！
「我知道，祢萬事都能做；祢的計劃不能攔阻。」約伯記 42:2

祝福馬鞍山

4 月 18 日、
25 日
5 月 2 日、9
日、16 日

感謝上帝的看顧及保守香港這片土地，令大家平安地共同渡過 2020 年。
回想過去一年，香港人每天要面對很多困難、挑戰及壓力，各人的生活範疇
及模式都要轉變，在職人士要在家工作，學生們要網上學習。在限聚令下，
大家透過電子媒體平台如視像通話或網上會議形式與家人、朋友、老師、學
生、同事、公司客戶見面洽談事宜，教會崇拜及小組團契也改用網上直播或
Zoom 視像會議形式進行。人與人之間聯繫方式要改變，在資訊發達的今天，
不論地域界限遠近，好似全無阻隔人與人之間通訊距離。大家有否想過這種
溝通方式是否繼續實施下去？人與人之間交往是否沒有互動交流？

幫助別人，自己受益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令人心惶惶，在抗疫初期，抗疫物資短缺及還未有
疫苗面世時候，大家心𥚃沒有半點平安的感覺  。疫情也令很多人突然間失去
工作，失業率高企，即是未加入失業大軍，很多僱員要求放無薪假，減薪或
停薪留職。對於一班基層人士包括獨居長者，來港新移民家庭，單親家庭，
或是長期患病人士等，他們面對生活困境，無論是在基本日常生活，物資支
援或情緒健康問題各方面，迫切需要我們的關注及支援關心幫助他們。

愛是不保留
你對上帝的愛有多少？愛有幾深？願意付出幾多？學習怎樣愛別人，首先要
懂得愛自己。在基督信仰中，我們追求美好的事物同人際關係，渴望天天能與主同
行，因為我們都是活在上帝的愛𥚃，每位上帝的兒女是何等有福氣。祈求上帝，祢
用聖靈教導我們，引導我們明白何為「真愛」。愛是需要學習，愛是沒有模式及限
制。
今年 MEM 繼續推行「讓愛滾動」事工，在疫情下，基督徒不可停止傳福音，
感恩我們在信仰支持下，大家都充滿盼望及滿有力量地生活下去，相信愛能燃亮別
人的生命，我們一同讓愛飛翔繼續照亮社區！
「親愛的，我們要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上帝來的。凡有愛的都是由上帝而
生，並且認識上帝。沒有愛的就不認識上帝，因為上帝就是愛。上帝差他獨一的兒
子到世上來，使我們藉著祂得生命；因此，上帝對我們的愛就顯明了。」約翰一書
4 章 7-9 節

招 募「福

音 大 使 」 及支持 「 讓 愛滾 動 」福 包物資 」

MEM 的異象是「邁進福音禾場，實踐主託使命」，本團
由二零零五成立至今一直在香港、世界各地不同地方主領佈
道聚會，努力傳揚福音。二零二零年四月更展開「讓愛滾動」
事工，在香港、九龍、新界不同地區成為 MEM 祝福站，藉著
派發福音包及防疫物資來接觸社區街坊，除送上關懷、祝福
外，更重要是向他們作個人佈道，讓他們認識福音。感謝主
內弟兄姊妹的支持，MEM 福音大使團隊於二零二零年完成了
21 次的祝福行動，接觸了 5,901 人，74 人決志歸主，多人
願意認識福音。
二零二一年 MEM 繼續將上帝的愛滾動香港每一角落，故
好需要更多福音大使一同來服侍。誠邀有佈道心志的弟兄姊
妹加入「MEM 福音大使團隊」及願意奉獻支持此事工「福音
包物資」，好讓更多人能認識主，在逆境中得著從主而來的
平安、盼望和愛。
祈求上帝繼續帶領、祝福及供應 MEM 佈道事工需要，祝
福更多未認識主的生命。
報名加入「MEM 福音大使團隊」、奉獻物資及查詢，請
致電 3725 4566 或電郵 admin@mem.hk 聯絡本團同工。

讓愛滾動 2021 年預告
1-5 月 - 祝福觀塘區、馬鞍山區
6-8 月 - 祝福香港區
9-12 月 - 祝福新界區
祝福行動每月 2 次，日期、時間、地點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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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主內同道一同藉著不同形式（如文章、短片、圖畫、漫畫等）來分享生命
見證、信仰或屬靈分享，分享將刊登在本團的網站、Facebook、季刊或製作成
福音單張、佈道工具。盼望藉此彼此提醒、鼓勵及成為更多生命的祝福。

投稿者敬請將稿件電郵至 admin@mem.hk，並註明題目、作者姓名、簡介、所屬
教會及聯絡電話。
本團保留對所有稿件的篩選及修改權利。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本團同工 電話 3725-4566 或電郵 admin@mem.hk。

HK$50

心意點

MEM 尚有其他佈道工具 / 福
音小禮品可供選擇，歡迎
瀏覽 www.mem.hk 心意點選
購。
盼望弟兄姊妹以點點的心
意支持本團事工經費。
《我的生命故事》
李炳光牧師見證集

李炳光牧師親述事奉
初心與見證

HK$2
5

MEM 五色福音告示貼

．152mm x 77mm
．可作為福音工具或
  小禮品送給未信者

HK$6
0
MEM 五色福音環保袋（附福音卡一張）

本年度的經費為港幣 $2,05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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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投稿 - 生命見證、信仰、屬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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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cm x 37cm
．可摺疊、容量大
．前袋可放小物件
．蘊含五色福音、送禮自用
  同時可傳福音，隨走隨傳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馬太福音 28:19 

粘貼口

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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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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在疫情中一直拖帶 MEM，我們
沒有因疫情困難而停止福音佈道，
反之我們開展了許多新的事工。在
2021 年 5 月，我們為循理會青田堂
舉辦「歡樂時光」連續 5 次以長者為
對象的福音聚會，透過輕鬆的互動活
動、詩歌、讚美操、小手工、信息等，
讓未信主的長者們認識信仰、認識上
帝、認識教會和適應團契小組生活。
此外，盼望藉這事工推動教會的弟兄
姊妹起來服侍、實戰式的培訓帶組和
傳福音。求主繼續大大使用這事工，
盼望能祝福更多教會、學校和機構，
同心推動福音工作。

MEM 團隊

請貼郵票
STAMP
HERE

求 主 帶 領 MEM 團 隊（ 歌 詠 組、 話 劇
組、魔術組、敬拜組、小丑組、祈禱
組、陪談組、讓愛滾動組、支援組、
資源拓展組及同工團隊），賜更多智
慧給各組長和同工；並求主保守我們
身心靈健壯、保守各小組能繼續擴
展、繼續同心協力透過不同的恩賜，
彼此配搭，榮神益人。

在 2021 年，MEM 繼 續 每 月 出 動， 帶
領 MEM 福音大使進入社區中祝福和關
心許多未信主的街坊。許多接觸的街
坊也回應感謝我們的愛心行動；也有
許多孤單的長者藉此感受到上帝的
愛和舒發心中的鬱結、困難。求上帝
感動更多弟兄姊妹一同來參與和服
侍，為社區中許多流離孤苦的人送上
溫暖和祝福。

禱告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
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陷入試探；救我
們脫離那惡者。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阿們！』

2021 年 1-4 月財政報告
收入

HK$

本地佈道事工
境外福音事工
培訓事工
文字事工
佈道團發展及行政經費

奉獻及收入總額
支出

320,908
250
57,552
59,297
299,347

737,354
HK$

本地佈道事工
境外福音事工
培訓事工
文字事工
佈道團發展及行政經費

199,059
39,452
52,253
236,702

總支出總額

527,466

盈餘 /( 不敷 )

209,888

2021 年全年財政預算

馬太福音 6:9 下 -13

MEM 的需要
求主繼續供應 MEM 的經費、人力和資
源，讓 MEM 繼續拓展新的福音事工，
讓上帝的愛滾動社區；並且推動主內
弟兄姊妹參與福音佈道、培育更多傳
福音和收割的佈道人。

展
本地
發
團 經費
佈
道 政 0
92 道事
佈 行
1,0
0
工
0
及 80,
00
7
奉獻及收入
預算總額
港幣 $2,054,000

培訓事工
170,000

歡樂時光事工

文字
18 事工
3,0
00

粘貼口

讓愛滾動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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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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禹勤牧師、余勝意牧師、陳永堅、林素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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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麗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