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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平安飛抵詩巫...
馬來西亞衞理公會會長親自到機場接待短宣團隊

 2015年8月12至21日，循道衞理佈道
團到訪馬來西亞砂拉越(Sarawak)，與當
地衞理公會11間教會合辦共11場佈道聚
會，短短9天巡迴於砂拉越三大教區 (泗
里街﹑加帛﹑詩巫北) 向當地華人佈道及
進行探訪工作。接著3天，佈道團再到新
加坡，與新加坡教會合辦了3場佈道會。

    56年前，李牧師初到發富港
佈道，只有3家人信主。佈道旅
程結束，有30家人信主，並建
立了這間招福堂。

合一堂、辟恩堂、特恩堂
風浪中的平安

泗里街教區 加帛教區 北教區 新加坡

萬福達德堂 
失望中的盼望

廣恩堂
迷失中的出路

招福堂
福中添福

逸恩堂
有「安」無「懼 」

宣道堂
和諧最美

平安堂
有「主」夠了！

砂拉越(Sarawak)

福臨堂
福氣必臨到您！

招福堂
做主兒女真有福！

福臨堂
有「信」無「憂」

錫安堂
求主賜我寧靜

新加坡教會（共三場）
與寶寶有約

星馬佈道特輯

馬來西亞砂拉越(Sarawak)小檔案

位置 ：砂拉越是馬來西亞面積最大

的州，位於馬來西亞東部

人口1 ：247.1萬 

伊班人為主的土著佔多數約74.8% 

(176.0萬)，華人佔24.5% (57.7萬)

*資料來源：

1 黄孟礼(2010)。<2010年人口普查省思>。擷取自

網頁http://www.sarawakmethodist.org/weilibao/

weilibao_view.php?pno=846&wid=5607

2 馬來西亞紀計局(2010)。<2010年人口普查>。擷

取自網頁http://www.statistics.gov.my/censusat-

las/images/ReligionEN.pdf

華人信仰情況2

孔教﹑道教及其他中國傳統民間信仰 3.3%
無宗教信仰 3.1%
其他 1.1%
回教 0.7%基督教及天主教

36.4%

佛教 
55.4%

我們的腳蹤......

MEM敬拜隊分享

動聽詩歌

李炳光牧師
信息分享及呼召

參觀衞理文物展覽館

及為當地教會祝禱

探訪當地家庭時，

李牧師重遇56年前

曾聽他講道的老人

在詩巫中央市場
派單張

李炳光牧師及馮寶寶姊妹

在廣恩退修中心前地種樹
馮寶寶姊妹

感人見證分享 Rosen Roy
弟兄表演

精彩福音魔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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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體會......

探訪故事......

新加坡站......

星馬佈道特輯

中國事工佈道會決志情況

新加坡教會敬拜隊
與會眾一同敬拜讚美主 

馮寶寶姊妹

分享感人見證

　　感謝主！ 我們8月22日中午平安到達新加坡教會，舉行
三場「與寶寶有約」佈道會，每場都座無虛席，當中最令我
印象深刻的是最後一晚為中國事工而設的聚會。

　　當晚唱詩時，我聽見雄厚的聲音響起，原來台下大部分
都是男工。他們大多是從中國到新加坡打工，為的是多賺
錢，給家人更好的生活。可惜，有些人被壓榨工錢，甚至被拖欠薪
金；有些人失業無援，他們還要承受離鄉別井的孤單和寂寞。這幾
百個男工就坐在台下專心的聽李牧師分享福音。我在台上為他們祈
禱，心裡想著：「男士比較含蓄，希望他們能相信耶穌是給人盼望
的救主，勇敢走出來決志。」誰知道呼召的時候，幾十位男工都站
起來，走到台前一同決志禱告，這個場面實在令我十分感動。

　　盼望在佈道會決志的不是霎時感動，而是真的
立志跟隨主。感恩收到新加坡教會同工的消息：有
些人都在佈道會後繼續回教會聚會，參與崇拜及其
他教會活動。願主繼續帶領他們，在心裡有平安和

滿足，有主耶穌同渡生活的困境。

新加坡小檔案

李慧英
MEM同工

 李鈺麟
隊員

 李翠兒
MEM同工 人口1 ：547.0萬人

信仰情況2 ：

*資料來源：

1.  新加坡統計局(2014)。< Population & Land 

Area>。擷取自網頁http://www.singstat.gov.sg/

statistics/latest-data#14

2.  新加坡統計局(2010)。< Census of Population 

2010 Statistical Releas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

istics, Education, Language and Religion >。

擷取自網頁http://www.singstat.gov.sg/publica-

tions/publications-and-papers/cop2010/census10_

stat_release1

「落地」的事奉 
　　感謝馬來西亞衛理公會各堂的周到安排及熱情款待，其中有很多值
得學習的地方，如下:     
1. 因當地人居住地方疏遠，教會派單張宣傳佈道會，是習慣逐家逐戶登     
    門造訪的。對比起在香港只在街頭派發單張，探訪派單張宣非常有親                                
    切感，效果不錯。
2. 當地地方較大，每個堂會必備有福音車 (九座位的客車)，用以接載同工探訪或有需要的人到聚會 
     點。倘若車輛不足，弟兄姊妹們也會駕駛自己的車子，協助教會事工。香港郊區的堂會也可考慮  
    增設福音車，接載有需要的人來往教會。
3. 於整個行程中，幾乎每一餐(由普通飯盒到海鮮餐)都是由各堂會有能力的弟兄姊妹認獻的，可謂不 
     費公帑一分一毫。教會將來若有類似賓客或佈道隊，也可參考此做法。

　　願主紀念弟兄姊妹的愛心和付出，也感謝神開我的眼界，此旅程實在獲益不少!

放不下！ 
 　　美君(化名)是一位士多店老板，她自小上教會，參加兒童主日學；但長大後，結婚生子，打理士多
店已是她生活的全部，上教會的時間愈來愈少，現在已沒有到教會聚會了。
 　　她面帶倦容，跟探訪隊員說：「一星期無休朝六晚八的工作，真的很累啊！一整天坐在店裡，
走開又怕客人會來，連坐著也覺得很累啊！」義工勸說希望她可以放下士多店的工作，讓自己休息一
下，花點時間在天父身上，但最後她回應說：「我放不下啊！」
 　　隨著孩子長大，結婚離巢， 她不用再為了生活而經營士多店，「放不下」只因她習慣了這樣生
活。放不下過去廿年拼命的生活，但原來身體已大不如前。放不下累積多年的客人，但原來漸漸已經
失去自己。這何嘗不是許多人的寫照呢？人愈大，愈發覺自己有很多事情「放不下」，慢慢的被慣性
束縛，忘卻了自己可以選擇重回神的懷抱，依靠神生活。盼望美君有一天也可以放下疲憊的生活，選
擇在神裡得安息。

派單張的新體會 
　　我覺得派福音單張就好像把一份心意送給人。可惜，在香港，人們收
到單張一般都是隨手扔在垃圾桶裡，十分冷淡。每次沿途看見垃圾桶內的
單張，我都感到灰心失望，似乎這種傳福音的方式不太有用。因此，每次
派單張，我都有點卻步。
 　　可是，在詩巫中央市場派單張的經驗令我改觀了。當時，我一心只想
著快快派完了事。想不到收到的人有的拿著單張仔細研究，有的追問佈道
會詳情，甚至有人邀請我們即場講解福音。他們這份對福音的渴求令我立
時感到很慚愧。原來我一直被環境限制著，自以為是的想法亦令我失去傳
福音的熱心。感謝上帝提醒我: 最重要的不是傳福音的方式，而是要倚靠
上帝，滿有信心的盡基督徒本份，努力傳福音。

基督教及天主教 18.3%

佛教 
33.3%

道教 10.9%

無宗教信仰 17%

其他 5.8%

回教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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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速遞

馮楊笑葵姊妹見證分享......

　　我感到神愛我，除了祂興起這麼多人為我禱告
外，祂也為我預備了很多實在的幫助。舉個例：
我突然病了，需要經常進出醫院，當時我丈夫要上
班，神竟為我預備了一位我不太熟悉的姊妹陪伴
我。她正正住在我隔離座的大廈，是位家庭主婦，
她主動找我，因為當她每次經過我樓下時，總聽到
神叫她幫助我；還有一些退休的弟兄姊妹接載我，
減輕我的勞累。住在我附近的哥哥也經常送來有益
的糊仔靚湯; 我大女兒剛畢業做護士，竟是在我做
手術的醫院工作。我入院做手術，我丈夫碰上他的
大學同學，誰知他太太正是為我做手術的手術室助
理，她就在手術進行中向我丈夫報告情況。我深深
體會到神透過他們的關懷去看顧我，這是上帝的預
備。

　　其實神離我們不遠，祂就在我們身邊。你今日
坐在這裡聽我的經歷，是你的親友邀請你的，也是
神透過他們去關心你、愛你、為你預備的，使你有
機會認識這位又真又活的獨一真神。主的說話充滿
能力，你只要信，單單的信靠主，祂的能力就會充
滿你，使你能夠面對低谷，走出陰霾，充滿盼望。
三年以來，我先後做了三次手術，十二次化療，現
在每天食標靶藥，期間手術、化療、藥物帶來很多
的痛楚、嘔吐、腹瀉、沒胃口等等的不適。今時今
日，腫瘤仍在，並未退去，甚至壓住我的右眼，腫
脹得厲害，已經完全看不見了，但我很感恩，關關
難過關關過，我仍然活到今天，連醫生也說我是服
用這標靶藥最耐的病人。

　　我是馮楊笑葵，是循道衛理會香港堂的會
友，信主已有三十多年，但頭十年都是信得馬馬
虎虎，得過且過。1981年，我和我先生在香港堂
結婚，因為我覺得在教堂結婚很神聖，所以匆匆
洗禮。當然我也因被耶穌基督為我釘十架所感動
而洗禮。

　　我出生於五零年代後期的一個貧困家庭，自
小讀書都很好，工作都一帆風順。接著，加入教
會、結婚、生兒育女，一切都很順利。我身體一
向很健康，曾經是學校籃球隊隊員，出水能跳，
入水能游。誰知在1998年患了鼻咽癌，當時我晴
天霹靂，兩個女兒年紀還小。幸好是早期，經過
三十五次高劑量放射性治療後，終於康復。

　　2004年我又做了割除卵巢及子宮手術，子宮
裡一共有28粒瘤。怪不得我的肚子很硬很脹，幸
好都是良性的。2011年，我發現有乳癌，要把兩
個乳房割掉，幸好是早期，不必做化療。誰知兩
個月之後我得到現在的癌症，那是我人生中遇到
的一個超級颱風。 

　　我患的是輻射後骨肉癌，是因為我十多年前
接受放射性治療所引起的基因變異，非常罕有，
每120萬人才有一個。這種癌生長特快，且復發
率高，死亡率也高。當我發現時，腫瘤已佈滿我
右邊面脥裡面，及後因為無位生，又侵蝕了我的
口腔。在四日之內，我親眼見到腫瘤由零變成一
粒車厘子大，真的很嚇人。

　　我記得當日是星期四返醫院見醫生，一開門
有十幾個醫生看着我，告訴我病情嚴重，要立即
入院，星期一做開面手術，盡量割清腫瘤，之後
要做化療。我當時腦裡簡直一片空白，不知如何
是好。之前的兩次癌症我都沒有這種感覺，因為
都是早期，有得醫，並且我信現今醫療科技我會
沒事的。但這次非同小可！停一停之後，我立刻
告訴神（禱告），但我覺得一個人的力量很小，
我想多些教會的弟兄姊妹為我禱告。於是，我打
電話給教會，告之病況。教會叫我寫下文字，好
發放給各個團契小組。

如欲了解更多馮楊笑葵姊妹的生命
見證片段及生命對談錄音聲帶，可
掃描QR code觀看：

馮楊笑葵姊妹於高山低谷佈道會中分享
生命見證，可到以下連結觀看：
http://youtu.be/eYgRjxc0q8Y

　　我想向大家證明：禱告的力量真是很大，我們
的上帝是聽禱告的神！我做手術之前兩天，是一個
星期六，教會為我開祈禱會，當晚竟有百幾位弟兄
姊妹來為我禱告，有些是我不太認識的，這是我意
想不到的。其實我得悉我的病之後，每晚都失眠，
閉起眼睛就看見自己流鼻血的樣子。但星期六當
晚，我睡得很甘甜，我感到我的上帝很愛我，祂差
派很多天使為我禱告。星期一早晨，我進手術室
時，有牧師及弟兄姊妹來為我禱告。我亳不懼怕，
內心平安，我知道主必看顧我，最後，九個小時的
手術順利完成。

　　朋友們，「耶穌是愛」這句說話不是口號。我
們的主、我們的神就是愛，不是虛無飄渺的，而是
真真實實的。前年，李炳光牧師帶隊去以色列聖地
遊，每天他都帶領整團人在旅遊車上為我禱告，是
主透過這些我甚至不認識的人將上帝的愛傳給我
的。我是誰？為甚麼他們要為我禱告？全因神感動
他們。神愛我們，使我們懂得去愛人。

　　此外，上帝把禱告網絡不斷擴大。我把我的近
況傳給教會、同事、同學、親友等，誰知他們又把
我的消息帶往他們自己的教會、朋友等，久而久
之，世界各地都有人為我禱告。我的同事告訴我：
她和她在英國的朋友提起要為我禱告，她一說出我
的名字，她的朋友便說她教會已經為我禱告了。又
有一日，口腔科的護士告訴我，她的一位牙醫同事
是北角宣道會的弟兄，有一天他問她說: 「教會正
為一位患這特別癌病的病人祈禱，她是你的病人
嗎？」這是不是很奇妙呢?

　　我也有憂愁、沮喪、軟弱的時刻，尤其是聽了
醫生的壞消息。每當我陷入低谷時，我想起聖經裡
面上帝的話，很奇怪，整個人就會剛強膽壯起來。
人人必有一死，這是事實。但主耶穌說祂已為我預
備了更好的家鄉，就是那沒有痛苦沒有眼淚的天
堂，哪我何必懼怕死亡呢！主的平安喜樂也常常陪
伴我，那平安不是世人理解的平安，是不會被環境
影響的，無論面對甚麼惡劣的境況，有主與我同在
的平安是無人能奪去的。

　　朋友們，你看見我右邊面貼上紗布，裡面是因
發炎要放膿的傷口。醫生說因我做過開面手術及多
次化療，入面又有腫瘤，傷口可能不會愈合，要長
期護理。但早幾天護士向我說，傷口已好了九成，
還讚我好叻。我感謝我的上帝，我想起上帝在聖經
告訴我：「大山小山祂會挪開，祂的慈愛總不離開
我。」主的話是真的。

　　明天如何沒有人知道，但我知道我有永生的主
為我永遠的盼望，這是世上最有福氣的確據，如果
沒有主在我身邊，我不知如何面對這疾病。我會開
開心心活好每一天。這個充滿愛為我預備的神不單
是我的神，也是你的，只要你信祂。把握機會，祝
福大家               

笑葵 ，2015年2月12日
（2015年6月13日安息主懷)                                    

　　笑葵寫這篇見證時尚未安息主懷，其實當時她的病情已是
十分嚴重，她仍堅持她的信仰，答應和我主持一個名為「高山
低谷」的佈道會。該晚反應非常熱烈，多人因她見證而信主。
　　笑葵的病十分罕有，而且非常痛苦。她仍以無比的信心和
忍耐面對，從未聽她說過一句埋怨的話，反而不斷見證主的大
慈愛，數說主的恩典。多人因她的緣故而悔改更生，生命因而
改變。
　　人的生命不在乎有多長，而是在乎有多好，笑葵雖然活得
不算長，但她的生命十分美好，並且影響許多人。這篇文字是
她在高山低谷佈道會的見證，雖然她現在已離開我們， 但深信
她在主的懷中享受安息，也相信這篇見證能夠感動我們。

李炳光牧師回應

如欲索取見證單張，可與同工聯絡。

馮楊笑葵姊妹見證分享......

2014年
笑葵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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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月聚會預告

10/9、17/9、
24/9 及 8/10

13/10

22/11

23/11

24/11

25/11

26/11

27/11

6/12

7/12

12/12

12/12

13/12

15/12

19/12

21/12

21/12

22/12

24/12

24/12

25/12

26/12至28/12

近景福音魔術佈道初班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MEM十週年「祝福香港」祈禱會

馬鞍山崇真中學

聖公會仁立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迦密主恩中學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旺角浸信會

中華基督教基元中學

青山浸信會恆青福音堂

愛華村社會服務中心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神愛堂

基督教聖約教會
耀安長者鄰舍中心

中華宣道會鞍盛堂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上水培幼幼稚園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播道會恩福堂

旺角浸信會

博愛潮語浸信會鳳德堂

清遠交流探訪之旅

《ＭＥＭ守望祈禱會》
我們誠邀你出席祈禱會，為將要舉行
的聚會彼此分享及代求。
日期：8/9，13/10，10/11 ，8/12
時間：晚上7時至8時
地點：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九龍堂UB4室
　　　（九龍油麻地加士居道40號）

新加坡
　　佈道會後的幾星期都有新朋

友參與新加坡教會崇拜。求主賜

同工意志力跟新朋友聯繫和建立

關係；求主打開新朋友的心，接

納主耶穌的救恩和愛。

近景福音魔術佈道初班

　　近景福音魔術佈道初班

於9月10日正式開課， 合共四

堂，由鄺奕泉先生教授，有15

位弟兄姊妹報名。求聖靈引領

這群弟兄姊妹福音魔術的學

習，將來能以活潑的方式使人

明白福音，認識主耶穌。

4

5

Week

Week

9-12月每週代禱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書5：16)

誠邀大家每月一週一祈禱。每週為ＭＥＭ不同的事工及佈道聚會

代禱，以禱告支持ＭＥＭ佈道工作。

新媒體福音事工
　　MEM正籌備發展一項新媒體福音事工--- 出版一份電子雜

誌   <心繫所愛>，並於應用程式平台發佈。願主帶領及使用

這份電子雜誌，讓這雜誌成為弟兄姊妹的心靈綠洲，同時，

也透過分享內容接觸未信者，讓他們認識基督教信仰。

MEM十周年 「 祝福香港」 祈禱大會

　　MEM將於2015年11月22日（主日）舉行「祝福香港」

祈禱大會（詳情請看P.10），求主興起更多弟兄姊妹熱切禱

告的心，為著佈道團的發展﹑香港的需要及教會的福音事工

同心仰望上帝。

東馬來西亞
　　請禱告記念東馬來西亞教會傳福音上的困難：當地華人

盛行拜祖先，這個習俗已有數十年歷史，要放棄拜祖先對於

他們來說是個艱難的決定。有些人不願開放聽福音，有些人

聽了福音，卻未能下決心信主。求主堅固他們的信心，使他

們每天在真道上扎根成長，專一跟從主。

1

3
2

Week

Week

Week

代禱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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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Ｍ將於2015年12月26至28日探訪清遠教會並舉

行福音聚會，分享主耶穌的愛，傳揚得救的福音。

歡迎弟兄姊妹奉獻支持佈道隊的交通、食宿以及籌

備佈道聚會的各項費用。

收入                             HK$
奉獻總額  469,752
其他收入總額  28,010
總收入   497,762

支出
行政支出  507,743
本地佈道事工支出 33,394
海外佈道事工支出 12,326
佈道事工發展經費 19,940
讓愛走動支出   15,374
培訓事工支出  67,404
週年感恩聚餐費用 71,866
總支出   728,047
盈餘/(虧蝕)  (230,285)

ＭＥＭ每年推行福音話劇培訓班，學員會接受專業

導師的訓練並參與「有福戲」畢業演出。

歡迎弟兄姊妹奉獻支持培訓班經費及畢業演出籌備

費用。

2015年
1月至6月收支報告

有意支持本團事工者，請填妥以下奉獻表格，並寄回本團通訊地址。

循道衞理佈道團奉獻表格

奉獻支持

姓名：＿＿＿＿＿＿＿＿＿＿＿＿＿＿＿＿＿＿＿＿ (牧師/傳道/先生/小姐/女士)

地址：＿＿＿＿＿＿＿＿＿＿＿＿＿＿＿＿＿＿＿＿＿＿＿＿＿＿＿＿＿＿＿＿＿＿＿＿＿＿＿＿＿＿＿＿＿＿＿＿                                                                           

電話：＿＿＿＿＿＿＿＿＿＿＿＿＿＿＿＿＿＿＿ 所屬教會：＿＿＿＿＿＿＿＿＿＿＿＿＿＿＿＿＿＿＿＿＿＿＿＿

電郵：＿＿＿＿＿＿＿＿＿＿＿＿＿＿＿＿＿＿＿＿＿＿＿＿＿＿＿＿＿＿＿＿＿＿＿＿＿＿＿＿＿＿＿＿＿＿＿＿                                            

我樂意一次過奉獻                            

奉獻方法：                            

支持：佈道事工   其他事工                            

港幣$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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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入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恆生銀行帳戶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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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奉獻收據，作為申請減免入息稅。奉獻收據抬頭：＿＿＿＿＿＿＿＿＿＿＿＿＿＿＿＿＿＿＿＿＿＿＿＿

＊奉獻港幣$100以上可獲奉獻收據。               

社區佈道

學校佈道

長者佈道

國內福音事工

海外佈道             

「讓愛走動」經費

培訓事工「有福戲」

文字事工（見證單張，書籍，季刊等）

辦公室經費

其他 ＿＿＿＿＿＿＿＿＿＿＿＿＿＿          

港幣$200               港幣$500               港幣$1000               港幣$＿＿＿＿＿＿＿＿               

國
內
福
音
事
工

有
福
戲

加入我們

上期猜猜FUN有獎問答遊戲
問：ＭＥＭ於本年4月在佛山探訪了多少間教會？

答案：B. 2間

恭喜以下得獎者：

1. CHAN WING KIN　2. MA KA WAI 3. JESSICA POON

若您有任何信仰疑難，歡迎您

電郵 (admin@mem.hk) 或郵

寄給我們，我們每次會抽出一

位朋友，由團長李炳光牧師親

自為您解開疑難，請留意下期

ＭＥＭＯＲＹ李牧師信箱。

李牧師信箱

問：ＭＥＭ曾到以下哪個地點集體派單張？

　　A. 泗里街

　　B. 廣恩退修中心

　　C. 詩巫中央市場

ＭＥＭ將於2015年11月22日(主日) 舉行

ＭＥＭ十周年「祝福香港」祈禱大會， 

希望大家關心香港，並且了解不同堂會的

福音工作，以禱告互相支持。現誠邀大家

一同參與，詳情可參閱右面宣傳單張。

參加者請於2015年11月30日前登入 mem.hk 或 

   回答問題，我們將會抽出三位

答中的幸運兒，送出精美禮品乙份。答案與得獎者

名單將於下期公佈，同工亦會聯絡得獎者領獎。

MEM循道衞理佈道團

FUN猜猜



通訊地址：

新界沙田新田圍邨欣圍樓地下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沙田堂轉）

電話：2708-8619

傳真：2708-8409

電郵：admin@mem.hk

網址：www.mem.hk

MEM循道衞理佈道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