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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佈道特輯

學校佈道花絮

MEM在2016年9月至12月接獲40場的佈
道聚會邀請，其中主要為學校佈道，場次
共28場，機構及教會佈道場次分別有6場。

感謝主！眾人都獻上自己不同的恩
賜，盡忠事奉。求主繼續使用MEM，將得救
盼望的信息帶給更多未信的朋友，願一切
榮耀頌讚歸與天父上帝！

宣道中學宗教主任 譚振基老師分享

循道學校

演出福音話劇
「起初」

宣道中學(高中)
演出福音話劇「寶哥(選段)」

宣道中學(初中)

余恩明牧師信息分享

中華基督教元朗真光小學
陳芷盈姊妹與同學們

一起唱詩互動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繆健倫弟兄表演福音魔術

宣道中學是一所基督教中學，每年一度的福音週是校內師生都期待的盛事。作為負責校內福音工作的老師，我多年來邀請過不少的講員或佈道團體來主領福音週。感謝神讓我認識了循道衛理佈道團「MEM」。在神的帶領下與MEM順利合作，帶領了好些學生信主，更見證了MEM在佈道工作上的專業化，佈道團隊成員的委身和對佈道工作的認真和熱誠。更珍貴的是能與MEM團隊上下成員同心為福音事工禱告，分享了主內同工的一份美好情誼。記得與MEM的同工仔細溝通學校福音週的事工，並與MEM到校主領佈道會的內容如何互相配合時，同工邀請我出席MEM的月禱會，一同為該月份的佈道工作禱告。我感到很高興，因為在過往與其他佈道團隊合作，是不一定有這樣的邀請。我相信禱告是認真做福音工作所不可缺少的。在參與MEM月禱會當日，我除了報告校內福音工作的大致安排外，還被牧師追問決志者的跟進栽培如何。雖然這不是一條容易回答的問題，卻使我感到對佈道工作的一份認真。MEM真是一隊為主和人的得救，願意擺上最好的佈道團隊。為着能與MEM一起同工，我深切感恩。

機構佈道花絮

教會佈道花絮

柴灣浸信會
李炳光牧師分享喜樂的信息
呼召時新朋友都積極回應

聯合印傭事工機構
詹家偉弟兄表演

福音魔術

基督教宣道會長亨堂
MEM歌詠組獻唱聖誕詩歌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基督教及會員事工部

演出福音話劇「最後的一天」

基督教聖約教會
耀安長者鄰舍中心
演出福音話劇「唐伯虎尋道記」

中華宣道會鞍盛堂

MEM敬拜隊帶領會眾

一同載歌載舞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致力推動全會福音工作，其中對同工靈

性關顧培育相當重視。為了更廣泛地讓每位同工有機會接觸基督

教信仰，本會於每年12月份均會舉行「同工慶祝聖誕佈道會」，

邀請會內不同單位內的基督徒同工擔任司儀，組成敬拜隊、代禱

及陪談隊，同心合意在職場事奉主。

本年佈道會主題為「Deadline」，鼓勵出席同工珍惜眼前最

重要的人和事，並藉聚會認識及得著生命最寶貴的禮物 - 福音。

本會特別邀請到循道衛理佈道團演出話劇《最後的一天》，以新

穎又輕鬆的互動手法帶出主題，使與會者作出反思人生的意義，

繼而由佈道團團長李炳光牧師分享信息，相信福音的種子已撒落

在同工的心裡，至終必會歡呼收割。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基督教及會員事工部 關姑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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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在差遣禮中，盧偉旗牧師引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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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10:15) 來鼓勵我們，使我們憑著信心，平安來到清遠市新城堂，參加其落成感
恩慶典及讚美會，並主日崇拜及福音聚會，同場另有一千多位來自香港及中國各地的參加者，場面非常熱
鬧。

 在慶典禮中，雷玉明牧師講道提及亞伯蘭曾為耶和華築壇，並求告耶和華的名。這令我深受感動，提醒
我要時常禱告；並要稱聖殿為萬民禱告的殿(賽56:7)，也要時常回到聖殿裡為教會和各肢體祈禱。在讚美會
中，鄺弟兄表演福音魔術，引來熱烈的掌聲；繼而各堂代表輪流獻唱，歌詠組也不例外；最後有九龍堂排排
舞組表演作結，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下，完成了整個隆重的慶典。 

感謝主團長李牧師主日證道，題目是：「活石靈宮」，他說：教會的成立，起源於彼得第一次傳道，有
三千人受洗(徒2:41)。聖殿不單是磚瓦木石的建築物，也是一所活石靈宮(彼前2:1-10)；若要建立一間有增長
的教會，需具備下列條件：

八個理想 – 學習、 團契、祈禱,、懼怕、神跡、分享、和諧、喜樂
四條支柱 – 崇拜、學習、團契、見證
兩大目標 – 愛主、愛人
一個根基 – 建立在磐石上，要有增長 
感恩見證清遠市新城堂憑著堅強的信心和上帝的帶領，克服一切的困難

和障礙建成教堂；盼望日後能有更多人支持堂會事工及宣教工作，使信主的
人天天增加，阿門！

李鈺麟@歌詠組

清遠新城堂從購地至今天落成用了十年時間，一間可容納1200人崇拜的教會，相信是清遠堂弟兄姊妹
和教牧同工齊心的努力，和萬恩之主的賜福，才可完成。雖然仍有部份工程尚未完成，但在主的帶領和祝福
下，相信都會很快完工，幫助教會事工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使更多人歸主。

感謝主，讓我們有機會見證清遠新城堂的落成，求主繼續祝福他們，聖靈大大充滿這殿，並幫助清遠堂
和新城堂成為學習的教會、團契的教會、祈禱的教會、神蹟的教會、分享的教會、和諧的教會、敬畏的教會
和使人得救的教會。

求主祝福香港和中國的教會，同心建立教會，傳揚基督福音；忠心侍主愛人，見證榮耀主名。阿們。
譚健偉、譚李瑞英@歌詠組

上年聖誕節第二次探訪清遠新城堂時，興建禮拜堂工程大致已完成，但仍
欠缺內部裝修和設施，因為教會沒有足夠金錢去添置。因此我們在禱告中記念
他們的需要，求主幫助他們，並感動清遠堂弟兄姊妹努力奉獻。

感謝主，今年10月15日循道衛理佈道團被邀請出席清遠堂建堂三十周年暨
新城堂落成感恩崇拜，我們懷著感恩和興奮的心情出發前往。

雖然乘坐四小時多車程才到達，但看見清遠堂弟兄姊妹熱情的招待，並能
夠與他們一同敬拜讚美主，實在要感謝主，這是上主的恩典，哈利路亞！

清遠佈道花絮

MEM歌詠組獻詩

新城堂外觀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

在10月至12月期間，MEM獲邀到九龍城浸信會禧
年恩平小學教授福音魔術及福音話劇，為小二至小六學
生提供課外培訓，感謝洪家澤弟兄丶詹家偉弟兄丶賴凱
榮弟兄及王詩麗姊妹的服侍，盼望同學們都能在愉快的
課堂中感受到主的愛，並且學有所成。讓我們一同看看
上堂時的花絮。

魔術及話劇訓練班花絮

王詩麗姊妹教授話劇技巧詹家偉弟兄教授魔術技
巧

鄺奕泉弟兄表演精彩的
福音魔術，與眾同樂，
小朋友們看得特別興高
彩烈。

團長李炳光牧師分享
「活石靈宮」的信
息，再次勉勵我們要
靈命更新，才能同心
建立教會。

話劇組表演福音話劇「愛
到老」，演員精彩的演出
感動了不少台下觀眾。

同學仔很用心上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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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事工報告

本地佈道事工
舉辦場數：共67場
．教會：11場
．機構：9場
．學校：47場
接觸人數：25,039人
決志人數：2,437人

文字事工
2016年1月   出版福音單張「風暴中的愛」

2016年1月   出版《MEMORY》清遠佈道特輯

2016年5月   出版《MEMORY》美國三藩市佈道特輯

2016年9月   出版《MEMORY》話劇佈道特輯

培訓事工
2016年2月至5月 福音話劇訓練班（亞斯理衞理小學）

2016年4月（美國） 陪談訓練班（路德會聖靈堂）
   福音魔術訓練班（路德會聖靈堂）
   福音魔術訓練班（角聲Gospel Center）
   福音魔術訓練班（三藩市循道衛理美以美會）

2016年11月  福音魔術訓練班（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手工工作坊（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2016年10月至12月 福音魔術訓練班（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
   福音話劇訓練班（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

2016年大事回顧
2016年2月20日  「心繫所愛」感恩晚宴

2016年3月6日  有福戲「邊個至係你？」

2016年8月27日  2016-2017年度巡迴福音話劇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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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及國內佈道事工
2016年3月31至4月12日 美國三藩市佈道之旅
主題：「全新的你」 
聚會場次：12場 出席：668人 決志：137人 立志更新：168人

2016年10月15至16日 清遠福音體驗之旅
內容：參與清遠新城堂獻堂慶典、協辦一場感恩讚美會、一場
崇拜及一場福音聚會。

李司棋姊妹生命見證

晴天霹靂  迷上算命
一九九七年是香港回歸

中國的大日子。打從八十年
代，香港就湧現一波又一波的
移民潮，我也是其中一員。為
了孩子的前途及家庭幸福，我
在一九八四年隻身留在多倫多
「坐移民監」。當時我和丈夫的感情融洽。離開香港
前，母親曾忠告我說：「你怎能這麼放心呢？夫妻不
應分開的。」我說：「我們夫妻感情的基礎和信任，
您是無法明白的。」終於，我在一九八九年辦妥了入
籍手續，打算回港團聚，不料接到丈夫來信，說：「
你不用回來了。我已習慣了獨自生活。你不在身旁更
好。請不要誤會，我們之間沒有第三者。」後來才知
道，事實上有第三者出現。

我氣極了，思想混亂，不知所措，就開始第一次
算命。我想：人生怎能這樣不公平？莫非是命嗎？怎
麼我為了家庭，一個人跑到嚴寒的多倫多，孤零零地
生活幾年。現在回家，這個家已經破碎，連丈夫和女
兒也失去了。當時如天塌下來，心有莫名恐懼，我撐
不下去了，不知前路如何。

在害怕、徬徨和無助之中，我想立即走出來，不
願再等了。於是我頻頻算命，也愛上了算命。因相士
總有即時答案，若說中了我的心事，就倍覺窩心。例
如相士說：「你今年運程很好，做什麼都成功。」這
話安慰和鼓舞了我，也讓我知道下一步----於是我下重
本做生意投資，結果卻多以失敗收場。

主尋找我
九六、九七年間，一位公認算命很準確的風水

先生替與我最要好的妹妹看命盤，他對我說：「很麻
煩！你妹妹的命盤顯示，她過不了這兩年。她的病源
在血液，醫生也無法治好，除非求助神靈。」聽相士
的話後，我們都害怕不已，不知所措。

那段日子，妹妹的血液真的有點問題。我擔心極
了！有一天，我心緒不寧，睡前跟她通電話說：「我
想，現在應該是我們認真思想信仰問題的時候了，反
正你我都很疲累。既然風水先生這麼說，不如約一天
出去飲茶，好好談一下我們應信什麼？總不能拜拜黃
大仙就算了。」

第二天早上，電話響起，對方說她是劉達芳教
授。想了又想，才記起：九三年，我在上海認識了盧
醫生。他每次經香港都找我，勸我信耶穌。有一次我
很不客氣地說：「你不用再勸我了。我現在很喜歡算
命、看風水，主不會喜歡我的，見了我也會雙眉深鎖
呢！再說，我也不會信主。」他說：「你不要這麼
說，主耶穌連殺人犯也寬恕，怎會不要你，不喜歡你
呢？這些事你不要看得那麼緊張。以後不要再算命
了，算命是騙人的。如果日後你在生活上遇到什麼問
題和困擾，在香港找劉達芳教授談談吧！她有愛心，
可以照顧你。」可是我一直沒有與劉教授聯絡。

收到劉教授的來電，我感到很奇怪。她說：「李
司棋，真不好意思，一年多前，盧醫生把你的電話號
碼給我。我不認識你，但昨晚整夜夢見你。我相信是
上帝感動我看看你近況如何。你有什麼需要嗎？有什
麼事情發生嗎？能否抽空到我的辦公室談談呢？」

我的心跳得很厲害。太神奇了！昨夜，我才想信
仰問題，怎麼今天一睜開眼，上帝便伸出手來喚我？
我怔怔地說不出話來，感覺上帝很真﹑很近，心裡有
說不出的感激。那天，我在劉教授的辦公室談了很
久。她給我分享很多見證，勸我去教會，親近上帝，
讀聖經。我接受上帝邀請，於九七年九月十五日決志
信耶穌，二零零一年受洗，歸入基督名下。

人算之誤
風水先生的話沒有應驗，我的妹妹沒有大病。倒

是我，曾獲相士批贈事事如意，有貴人相助發達等，
之後卻不停進出醫院，影響工作。現在回想，當時真
傻，怎麼就相信這些江湖術士之言，還花錢請人算
命，卻不相信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過去因為事業發展順利，自以為可擁有世上一
切，覺得不需要耶穌，凡事靠自己。我以為天下第一
大事是賺錢，人生最重要的是丈夫和女兒。結果發
現，錢會失去，人情會變，拼命的去追求，其實是白
費精力。別人勸我信耶穌，我還自作聰明地想：「為
什麼這麼愚蠢呢？等到年老，生病或臨終時才信，主
耶穌仍讓我上天堂，不用那麼早就浪費時間。」原來
我錯了，不及早信耶穌才是浪費時間、生命。信耶穌
後，與上帝和好，除去人與人之間的冤仇，心裡有平
安、喜樂，那多好！感謝天父，一切全是恩典，不是
我努力找回來的，是天父來尋我的。

如欲索取見證單張，可與同工聯絡。

見證速遞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路加福音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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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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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4/2，14/3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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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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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月每週代禱
1-4月聚會預告

代禱勇士

2Week

Week1

Week3

Week4

Week5

歌詠組
感謝主使用歌詠組在本地及國

內的服侍，藉著詩歌見證主。感恩

之前招募歌詠組成員有些效果，有

幾位新成員加入，成員之間的配搭

和合作亦逐漸成熟。求主繼續供應

更多有恩賜的詩班員及精通普通話

的指揮，讓歌詠組有更好的配搭，

榮耀主名！

本團經濟需要
感 謝 上 帝 過 去 一 年 的 供 應 及 帶領，MEM去年舉辦了80多場佈道聚會。懇求主繼續感動更多弟兄姊妹對MEM各方面的支持，特別在經濟上定期支持本團的佈道工作，彼此各盡綿力，建立主的事工。

佈道籌備工作
MEM於1至4月已接獲十多個單

位的邀請，主領二十多場的佈道聚
會，並且於2月11日及3月11日分別
舉辦一個微電影分享會及工作坊。
懇請弟兄姊妹為MEM各項的籌備工
作代禱，包括聯絡、排練、宣傳、
日常行政、義工的支援、以及聚會
當日的需要等等…求主幫助眾同工
及每位事奉人員，在籌備的過程中
看見主的恩典和帶領，盡心盡力事
主愛人，將那美好馨香的祭獻給上
帝。

培訓事工－佈道人．佈道心
第二屆佈道人佈道心培訓課程將

於三月正式開始，請為籌備工作及招
募學員祈禱，讓更多有志於宣教佈道
工作的弟兄姊妹報讀課程，藉著課程
得到造就。願主使用各導師的服侍，
幫助他們有智慧教導學員。

培訓事工－魔術班及話劇班

為MEM開設魔術及話劇培訓班

感恩，自2015年開班以來，一直反應

熱烈。求主繼續使用各培訓事工，讓

學員能夠從不同媒介接觸信仰，透過

學習過程與上帝建立關係，盼望將來

學有所成，在不同的恩賜上事奉主。
MEM主辦聚會

11/2 「粒粒滾動」微電影分享會

26/2 MEM「如火再被挑旺起來」
 2017年新春感恩晚宴

11/3 「Keep住暖笠笠」工作坊

合辦福音聚會
14/1 救世軍錦田長者之家

1/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7/3 衞理中學

14/3 衞理中學

29/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31/3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1/4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7/4 將軍澳循道衞理小學

7/4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7/4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8/4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安素堂

11/4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11/4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中學

11/4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12/4 大埔循道衞理小學

12/4 心光學校

17/4 基督教宣道會東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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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我們

「Keep住暖笠笠」工作坊

MEM於3月11日舉辦「Keep住暖笠笠」
工作坊，透過活動認識男女性格的分別，
並學習兩性相處的秘訣，歡迎領人赴會，
詳情如下：
日期：2017年3月11日（禮拜六）
時間：下午七時半至九時半
地點：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九龍堂禮堂
講員：陳建基牧師
對象：夫婦／情侶
查詢及報名：5224 2850         或
                          2708 8619 與關小姐聯絡
融洽相處解密

夫婦是互動的，一隻手拍不響，而且 ，
當中還有他者

傳情示愛秘笈
有心定無意，是互補還是互插

二人成為一體
愛不是傳說，也不是神話，是一份厚禮
與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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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支報告及奉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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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以下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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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過奉獻               

MEM整體事工               
佈道團發展及行政經費                          

本地佈道事工

海外及國內福音事工               

M媒體福音事工               

每月定期奉獻港幣$＿＿＿＿__（請聯絡本團同工： 電話 2708 8619 或電郵 admin@mem.hk 了解詳情）              

文字事工               

培訓事工               
其他 ＿＿＿＿＿＿＿＿＿＿＿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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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及收入總額 

本地佈道事工
海外及國內福音事工
培訓事工
M媒體福音事工
文字事工
佈道團發展及行政經費
總支出

盈餘/(虧蝕)

收入：

支出：

HK$
1,827,398

587,817
286,585
161,975

92,897
104,867
371,653

1,605,796

221,602

2016年全年收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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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萬

30萬

10萬

10萬

45萬

目標款項

2017年各事工籌款目標 

(合共$165萬)

各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華─你上帝

所賜的福分，奉獻禮物。(申16:17)

感謝主的恩典和供應，以及各位弟兄姊妹的奉獻支持，MEM
於2016年籌得超過港幣160萬元，完成各項事工的籌款目標，
並足以應付全年事工開支。
2017年的籌款目標為港幣165萬元。 願各位弟兄姊妹繼續奉
獻支持本團的佈道工作，在福音事工上與本團同工同行！

李炳光牧師最新講道錄音現已同步上載於mem.hk、facebook及youtube channel，

歡迎瀏覽收聽及分享給親友，讓更多人的生命得以造就！

李 炳
光 牧

師

講道頻
道更新

掃描以下QR code
即可登入
瀏覽及收聽李炳光
牧師講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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