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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腳蹤...... 探訪清遠後感......

12月26日清早我們一行26人一同出發前往清遠，
天氣雖然寒冷，但無阻我們佈道的熱心！

到達清遠新城堂(新堂)舉行
聖誕讚禮交流......

         記得兩年前參觀清遠堂新堂地盤，盼望他們能夠完成興建裝修工程後，一同感恩讚美神。
今年聖誕節我們帶著興奮的心情再次前往清遠堂探訪，雖然新堂仍未完全裝修好，但也開始了
第一次主日崇拜，讓我們有機會與清遠堂弟兄姊妹一同敬拜神。
 
        那天是2015年最後一個主日崇拜，李炳光牧師講道信息中提醒我們，興建教會容易過建立
教會，興建教會只是建築工程上的工作，而建立教會則需要每一個信徒委身的奉獻和服侍。磚
瓦木石豈能榮耀主，乃是信徒共同努力去傳揚福音和分享主愛，讓所有人都得著救恩。求主日
日更新我們屬靈的生命，靠著主加給我們的力量和信心去作見證，榮耀主的聖名，阿們。

譚健偉、譚李瑞英＠歌詠組

MEM魔術組表演

MEM歌詠組獻詩

團長李炳光牧師分享信息

清遠弟兄姊妹各樣精彩表演

27日早上於清遠堂主日
崇拜，座無虛席......

下午於新堂舉行第一次的
主日崇拜，同樣有數百位
弟兄姊妹及一些新朋友出
席......

李炳光牧師為

新堂祝福祈禱

清遠福音交流特輯清遠福音交流特輯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廿六日的早上，我們 (循道衛理佈道團) 一行廿六人，由李炳光
牧師率領，在微風雪雨下，浩浩蕩蕩的從福田口岸出發，經三個多小時的車程，抵達
清遠市清新區，與清遠堂主任黎細鳳牧師匯合，共進午膳，頓時感覺甚溫暖。飯後，
由她帶領我們前往新落成的清遠市基督教新城堂。
 
        抵達新城堂時，見那宏偉的建築物，巍峨地豎立，令我想起兩年前在這裡舉行的
奠基禮，只是荒蕪的一片，如今已成為主的聖殿，真的感謝主；正如所羅門王說：若
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詩127:1上)。昔日他建造聖殿好比今
天的黎牧師一樣，同得耶和華的喜悅和帶領，能克服一切困難。
 
        我們隨即參與他們主辦的聯歡會，出席者把整個禮堂都坐滿了，當中發現來自龍頸鎮恩典之家的弟兄，他
們乘個多小時車程而來，令我深受感動；會上我們的魔術組負責魔術表演，與眾同樂，歌詠組負責獻唱，齊齊
讚美主；他們備有讚美操，扇舞，兒童詩班和聯合詩班等節目演出，非常精彩；在一片歡樂聲後，隨即由李牧
師短講，令十多位在座的新朋友願意接受基督為他們的救主，哈利路亞！我們一起拍照留念，隨即前往晚膳。

         在晚膳閒談中，得知黎牧師早在五年前見異象，要建立一所大的禮拜堂，因舊堂的會友需坐樓梯級了，但
當時教會的財政有限，而建築費則需千多萬元人民幣，豈能成事呢？結果她就憑堅強的信心和恆切的禱告，在
各弟兄姊妹努力的支持及耶和華的帶領下，由零開始，終於把她所見的異象達成了；她的信心好比聖經上的亞
伯拉罕，憑信心前往吾珥一樣。

         翌日早上，出席了舊堂崇拜，熱心的會眾，真的要坐樓梯級了。雖然如此，各人也聚精會神地聆聽李牧師
的講道：日日更新，若要天天更新的秘訣，就是有寶貝 (耶穌基督) 放在心內 (林後4:7)，這篇道足使我們於新的
一年中得益。午膳後隨即前往新城堂出席午堂崇拜，那是新落成教堂的第一堂崇拜，歌詠組獻詩後，李牧師隨
即講道：活石靈宮，這個題目正是李牧師於數年前為新城堂寫奠基石的字句，原來主乃活石，我們要建成一座
靈宮，就是活的教會，真的非常有意義啊！崇拜完畢，已是下午四時了，拍照後便揮手道別，真的有依依不捨
的感覺呢。

         這次的行程，讓我體會傳福音的重要，眼見弟兄姊妹要坐樓梯級，眼見宏偉的新教堂建成，眼見新禮拜堂
的座位也坐滿了人，真是榮耀歸於主。更寶貴的是聽到黎牧師的分享，使我加強信心和禱告；聽到李牧師的教
導，令我牢記作主的們徒，是要天天更新，把我們的教會建成活石靈宮，蒙主喜悅。阿們！

李鈺麟＠歌詠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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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遠福音交流特輯

我知道你們2010年便開始有建堂的奠基禮，最初為
何有這個異象去擴堂？

這個異象2004年就有，因為這裡的地方比較細小，
以致我們沒有辦法去發展其他的事工，也沒有地方
去擺放弟兄姊妹的交通工具；所以我們當時便想：
若神為我們預備一間新的教堂那就好了。那時我剛
接手成為教會的負責人，於是我便向政府的宗教主
管部門表達我們的困難和地方的有限。當時，局長
建議我們去尋找一個新的地方去興建新禮拜堂，所
以我們從那時便開始物色新地方。

在2006年，上帝便為我們預備了一個地方，總面績
達6100平方米，而價錢只是148萬元，即大概200
元/平方米。我們2006年1月簽約，而到2006年5
、6月份，地皮就開始升值，且增長的速度很快，
甚至升到1000元/平方米。因此我們很感謝神讓我
們能以便宜的價錢，預備了一個好的地方。

再者，2006年時，我們只有20萬元，那怎樣才能
買到148萬元的地皮呢？感恩此時神便為我們開
路，讓我們遇到一位台灣的老闆，他以公司和個
人的名義共捐了60萬元，我們在2006至2008年期
間也完成籌到148萬元的款項，並由2009年開始設
計，2010年奠基，到2012年6月正式動工，總共為
此投資了1100萬元。

教會建堂異象

問：

答：

在平常人眼中，擔任傳道人的工資和前景都不太好，職
委身教會事奉要有很大的犧牲。然而，在清遠堂堂主任
黎世鳳牧師身上，我感受到一位牧者對教會的委身和承
擔，在過去十年，她肩負起擴堂重任，為此而努力；此
外，我也看到她對群羊的關愛，她總是在聚會前後，親
自關心每位到教會的弟兄姊妹。到底當初她是怎樣走上
傳道生涯呢？事奉三十年，有甚麼讓她仍舊得力呢？在
訪問中，她娓娓道來⋯⋯

我爸爸是信耶穌的，我家是五代人信耶穌的。82年到85
年期間，我讀書畢業就離開了家鄉，到廣州一間教會做
義工。在84年那段時間，我也曾經想離開教會，放棄這
種傳道的生涯。在教會做義工，教會只是供應膳食，我
當時離開家庭，也沒有工資收入，所以有人介紹我說：
「不如出去打工。」但是很奇妙，神揀選了我，神從那
時候告訴我：「你離開教會不服事，走世界的道路未必
比在教會好，可能有更多的困難﹑更多的挑戰。」那我
想：打工賺錢的路不一定好行，也不一定會滿足快樂。
於是我立定心意服事教會﹑服事神，所以86年我就回到
清遠教會。因為我是清遠人，86年到現在，現是三十年
的時間了。我雖然經歷了很多難處﹑挑戰和壓力，但是
我一直都沒有放棄工作，也沒有離開這間教會，一直服
事這間教會到如今。
 
我也看到神各方面的帶領，不管是家庭﹑丈夫﹑兒女都
支持我，很愛錫我。我86年回鄉，88年才結婚，89年生
兒子，都沒有人幫我照顧家庭的，我丈夫又有工作。我
92年去廣州讀神學，他都一力承擔在家庭的工作，照顧
兒子，還上班，支持我讀神學。離開家鄉﹑離開家庭的
去讀神學很不容易，所以這都是靠神的恩典和丈夫的支
持。如果沒有丈夫的支持，我也不能在教會工作。因為
畢竟自己身兼幾職，我是一位太太﹑一位媽媽和教會主
要負責人，又是一個牧師，是家庭的支持以致我能在教
會之中忠心服事神的，感謝神的恩典。會之中忠心的服
事神的，感謝神的恩典。

獻身事主三十載   黎世鳳牧師

你們雖經歷了這些困難，當中也滿有恩典。現在，
你認為有甚麼可為教會發展代禱？

第一，我們缺乏教牧同工，我希望可以聘請多一至
兩位的專職的教牧同工。然而，教牧同工比較難
聘請，因為在山區教會中，弟兄姊妹沒有強烈的家
庭宗教背景，願意甘心奉獻給神的人是較少的；其
次，教會傳道人工資收入偏低，年輕人不願投身；
最後，委身服事並不易，有很多犧牲和很需要家庭
支持。在種種原因下很少年輕人奉獻讀神學，故缺
乏傳道人。

第二，我們計劃來年有系統地培訓義工領袖，我們
缺乏傳道人，培訓義工也不容易，所以我們亦希望
有香港教會可以協助培訓義工﹑主日學導師﹑青少
年事工領袖等。

清遠共有36間登記教會，市區只有1間教會，其他
的都是鄉鎮教會。全個清遠市有約12000名基督
徙，其他人多是信奉佛教的。因佛教比基督教更早
傳入，所以人會受其觀念和思想影響，不太容易接
受基督教。此外，內地政策不容佈道和大街大巷地
傳福音，因此當地人較少機會聽到福音，一般都是
靠弟兄姊妹帶領親友信主，透過關懷和生命見證傳
福音。

清遠信仰情況

教會發展代禱

問：

答：

你們經歷了很多時間上的等候，也同時地經歷了上
帝的供應和恩典，那你覺得當中最深感受的經歷是
什麼？

動土之後，因為興建基礎和框架等，花費了很多金
錢，令到教會缺乏資金，當時整個教會只剩下600
多元。那時候我們惟有祈禱，希望神帶領我們。我
們每一個星期都會報告財政，就在此時，有一位姊
妹聽到教會的財政狀況後，她盡了她的能力，奉獻
了1000元。雖然這些金錢並不多，但之後便有其他
弟兄姊妹陸陸續續奉獻。因此在神的帶領下，當我
們要支付工程款項的時候，我們都能支付到。

第二個我好深刻的體會，是神給我信心和啟示我：
讓我向弟兄姊妹報告教會的財政，並向他們借款，
按銀行的利息給他們還款。當弟兄姊妹聽到後，他
們也踴躍地借出金錢，有些弟兄姊妹甚至不收利息
的借款，這讓我們得以完成第三期工程支付的款
項。

我聽到也覺得很感恩，因為全間教會都有參與到這
件事當中，而弟兄姊妹也好投入和願意去奉獻。但
清遠市一般的經濟狀況是如何的？

清遠市屬於粵北山區，不是發達地區，每一周弟兄
姊妹的奉獻都有大約1萬元，這個金額不算多，這
些奉獻大多都是來自本地的弟兄姊妹，奉獻固定卻
也是有限的。雖然弟兄姊妹不是很富裕，但他們甘
心樂意的奉獻，為教會付出。感謝上帝帶領我們憑
信心一步一步地闖過難關，我們能走到今天，都是
神的恩典。

問：

答：

問：

答：

清遠福音交流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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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十周年「祝福香港」祈禱大會

聖誕佈道剪影

「佈道人．佈道心」畢業禮

弟兄姊妹同心祈禱
MEM歌詠組獻詩

林津牧師頒發證書給畢業學員
學員分享得著和感受

MEM詩歌敬拜

MEM魔術及話劇
大匯演

陳建基牧師為
香港祈禱 王玉慈牧師為各堂

佈道宣教事工祈禱 播道會恩福堂佈道會
萬斯敏姊妹主演話劇「主牽我手」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佈道會

表演兒童話劇「金鑽鏈」
中華宣道會鞍盛堂佈道會

MEM詩歌敬拜

愛華村社會服務中心佈道會李炳光牧師信息分享及呼召

心光學校聖誕崇拜

李炳光牧師與一眾弱視學生分享信息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佈道會
余恩明牧師信息分享及呼召

基督教聖約教會耀安長者鄰舍中心

鄧民瀚宣教師與長者分享福音

旺角浸信會聖誕佈道會
邱應寶弟兄分享感人見證

6  /   12

15    /     12

22     /      12
22     /      12

24     /      12

19    /     12 21    /     12

11    /     12

12     /      12

基督書院
詹家偉弟兄表演福音魔術

鍾一匡，鍾一諾弟兄
獻唱動人詩歌

會長林崇智牧師
為MEM發展祈禱

         MEM十週年「祝福香港」祈禱會於2015年11月
22日假九龍堂順利舉行，感恩約有200位主內同道出
席及為MEM十年佈道工作感恩祈禱。除此之外，我們
邀得鍾氏兄弟分享詩歌，並一起回顧香港社會現況，
以及分享了各堂佈道宣教事工，弟兄姊妹同心為香港
及本會各堂佈道事工禱告交託。

         第一屆「佈道人‧佈道心」培訓課程有44位弟兄姊妹
參加，於2015年7月26日完滿結束。畢業禮於十週年祈禱
會中同步舉行，有41位學員順利完成課程，其中13位成績
優異，獲頒證書嘉許。

團長李炳光牧師致詞
MEM於十二月舉行了十多場佈道聚會，以下是部份場次的精彩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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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月每週代禱

1-4月聚會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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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禱告支持我們

的佈道工作。

2月20日

2月24日

2月26日

3月6日

3月21日

3月21日

3月22日

3月22日

3月23日

3月24日

MEM「心繫所愛」2016年

新春感恩晚宴

心光學校

培英中學

有福戲2016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港澳信義會小學

葵涌循道中學

浸會醫院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2Week
本團經濟需要
　　感謝神過去一年供應MEM的各方面需要，但見佈道支出日益增加，2015年底更推出了M媒體福音事工計劃，利用手機Apps傳遞關愛訊息。故此實需要弟兄姊妹多多支持，求主感動更多肢體在經濟上定期支持MEM的佈道事工。

Week1
Week3

Week4

歌詠組
　　感恩上帝有足夠的供應和預備， 

每次出隊後都能吸引新成員加入，現

時成員多是在堂會內熱心成熟的弟兄

姊妹，於佈道活動中更能配搭作其他

角色。

　　歌詠組的練習有時因聲部不平均

令選曲有限制，特別是男高音、男低

音的人員不足夠，求主供應。

清遠需要
1. 求主帶領合適的教牧同工到加入
清遠教會的事奉團隊，協助發展教
會事工，開展有系統的信徒培訓課
程，牧養羊群。

2. 求主興起清遠教會弟兄姊妹，樂
意接受培訓，成為教會中的義工﹑
主日學導師及青少年事工領袖等，
在主內一同事奉，彼此建立。

3. 求主於清遠興旺福音，讓人認識
真道，相信並接受主耶穌為救主。

Week5

美加佈道籌備工作
　　MEM計劃將於今年前往美加佈
道，現正聯絡當地教會及籌備各項工
作，盼望有更多教會回應協辦佈道聚
會。求主預備是次佈道參加者的心，
讓我們一同參與服事， 將福音傳給海
外未信的人。

代禱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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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2/2， 8/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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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事工－魔術班

　　感謝主！2015年新增設的近景福

音魔術佈道初班反應熱烈，MEM現正

計劃於2016年開設第二班，求主使用

及幫助導師有智慧教導學員學習福音

魔術，在不同的恩賜上事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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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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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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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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港幣$200               港幣$500               港幣$1000               港幣$＿＿＿＿＿＿＿＿               

奉獻支持事工及收支報告

20162016 邊個至係你？

MEM第八屆話劇培訓班正式於一月開課，一眾學員現正接受訓練，並密鑼緊鼓地籌備
畢業演出。 歡迎各位來臨欣賞福音話劇及支持學員，詳情如下：

日期：2016年3月６日（星期日）
時間：7:30pm
地點：上環文娛中心－劇院（5樓）
票價：$50
查詢或電話訂票：2708-8619 與李小姐聯絡
網上訂票：請到mem.hk訂購

此外，歡迎弟兄姊妹奉獻支持培訓班經費及畢業演出籌備費用。

感謝神在過去一年祝福使用MEM的各項事工。讓我們一同為決志的小羊
歡喜，為得到祝福的人群感恩，為接受培訓的弟兄姊妹祈禱！

本地佈道事工    「讓愛走動」
舉辦場數：共50場   發動次數：共9次
．教會：14場    ．教會：4次
．機構：6場    ．機構：1次
．學校：30場    ．學校：4次   
接觸人數：16,493人   參與人數：393人
決志人數：1,107人   接觸人數：3,900人

海外及國內佈道事工
2015年4月24至26日  佛山福音體驗之旅
2015年8月12至24日  星馬交流佈道之旅
2015年12月26至27日  清遠福音體驗之旅

培訓事工
2014年9月至2015年7月 「佈道人‧佈道心」培訓課程
2015年1月至3月  第七屆福音話劇培訓班
2015年9月至10月  近景福音魔術佈道初班
2015年10月至12月  信望堂福音魔術佈道初班
2015年12月至2016年3月 健樂軒福音魔術佈道初班
 

2015年大事回顧
2015年2月28日 「十周年祝福滿滿」感恩晚宴
2015年3月15日 有福戲2015「福音劇大賞」
2015年4月1日  出版佈道劇集
2015年4月13日 MEM辦公室搬遷
2015年11月22日 十周年「祝福香港」祈禱會
2015年12月12日 「MEM心繫所愛」手機應用程式正式推出

收入                             HK$
奉獻總額   940,357 
其他收入總額   48,535 
總收入    988,892

支出
同工薪津   881,351 
行政支出  123,989 
本地佈道事工  168,780 
海外及國內福音事工  106,305 
佈道事工發展    45,829 
讓愛走動支出   51,879 
培訓事工支出  76,370 
文字事工支出  22,486
其他支出           14,520
總支出     1,491,509

盈餘/(虧蝕)   (502,617)

2015年
全年收支報告

MEM沙田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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