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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衞理佈道團

35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他們的會堂裏

教導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

病症。36他看見一大群人，就憐憫他們；

因為他們困苦無助，如同羊沒有牧人一

樣。37於是他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

做工的人少。38 所以，你們要求莊稼的

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馬太福音 9:35-38

一起耕田！
	 一起收割！

劉建良牧師（MEM 副團長）

大家有沒有試過「耕田」？耕田並不是容易的事，因為耕田是為了收成，而稻米能否長成，

一方面農夫要勤奮工作，但也有很多外在因素影響。我曾在大嶼山下田耕種，事前原來要有

很多心理準備，其中最困難的是要赤腳踏進農田，因為田裡面有不同的生物和物質，有昆蟲、

水蛭、田螺，也會有牛牛的排泄物，踏入去的感覺是軟綿綿的，吸著雙腳，感覺怪怪的！我

是一個休閒的耕田者，在沒有甚麼力氣，或心情不佳時可以選擇不落田；但農夫在風吹雨打，

無定陰晴的日子裡，仍要堅毅地耕種，期望禾苗健康成長，長出稻米，並沒有選擇的餘地。

其實，做福音工作也是這樣，循道衞理佈道團舉行的每場福音聚會，乃是很多弟兄姊妹孜孜

不倦地擔當「福音的農夫」，在日常生活中，努力為主作見證的成果。他們或是老師，或是

同學，或是教會的牧者和弟兄姊妹，都一起以美好的見證來耕種「福音的禾田」，建立未信

朋友對福音的基本認識，培養他們追尋基督信仰的心。這種「前人耕種我來收」的情況，正

是循道衞理佈道團事工與本會「信仰分享運動」（註）的美麗配合，前者收割，後者「耕田」；

因為信仰分享運動是提醒弟兄姊妹在生活中親近上主，建立穩定的教會生活，積極以生命來

見證基督的事工，最終讓未信朋友在不同的福音聚會中決志信主。

在馬太福音 9 章中，主耶穌曾形容世人是「沒有牧人的羊」，失去支援和牧養，因而要求門

徒祈求莊稼的主差遣更多人收取「莊稼」！這種「要收的莊稼多」的情況，乃是上帝的恩典，

使人願意回應福音，同時也是很多弟兄姊妹努力見證基督的成果。故此，我們必須立志快快

去收割廣大的福音禾場，使未信的朋友能決志信主。循道衞理佈道團是收取「莊稼」的事工，

她本身不能單靠多元及創意的演出來使人接受基督，也不能藉一場只有 30 至 45 分鐘的講道

來引人歸主，我們的工作是配合弟兄姊妹的美好見證，在聖靈的引導下「收割」豐碩的福音

果子。

註：「信仰分享運動」（Faith Sharing）是本會牧師部推動的事工，於 2005 年開始，鼓勵及訓練弟兄姊妹在生活

中見證基督，成為忠心的「信仰分享大使」。有關這運動的資料，可瀏覽本會「信仰分享運動」網頁。

耕田

來！親愛的弟兄姊妹，讓我們一起在日常生活中「耕福音的禾田」，又一起參

與本團的事工，為上帝收成的福音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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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信仰探索

蔡頌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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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媽媽祈禱超過三十年，媽媽自小發很多異夢，並且很虔誠的拜觀音和拜祖先，所以要媽媽信

耶穌，在人看來完全是沒有可能的事，惟有上帝才可以改變人心。好感恩，終於等到媽媽 2018

年決志信耶穌，並於 2019 年 3 月 24 日受洗。盼望能透過此分享我媽媽何佩芳 ( 芳姐 ) 得救見證

來鼓勵弟兄姊妹們，如果你的父母或家人還未信耶穌，請不要灰心，上帝會聽禱告的。故先努力

做好自己，在家作好見證，並且要堅持為家人早日信主不住的祈禱。

由結婚時開始，我便隨夫家的習俗拜祖先，拜偶

像超過四十年。但我覺得拜偶像這麼多年，人生

仍經歷好多災劫，不見得生活哪裡有變好，開始

懷疑哪個才是真神。

大約三、四年前，有一次因傷風頭暈在家中不小

心跌倒被送入院，亦因一隻腳無力需要留醫。故

出院後，在小女兒家中休養了個多月。小女兒全

家是信主的，每晚都會和我一起禱告，我在空閒

時每天抄寫聖經，從中認識到耶穌是天父的兒子，

因世人犯了很多的罪，神差派耶穌到世上被釘在

十架上，三日後復活，拯救世人，使人同上帝和

好，並成為神的兒女。

又有次拜偶像時，聽見有聲音（但看不見人）問

我：「你行錯路幾十年，點解還不改變？」聽罷，

我覺得很訝異，心中反覆思想，自己到底是哪方

面行錯路？

過了一陣子，有一晚發夢自己不停叫：「父皇！

父皇！」心中很焦急地不停地尋找父皇，卻找不

到。夢醒後，我去廟宇打「聖杯」問：「玉皇大

帝是不是我父皇？」結果回答：「不是。」我的

心就開始變，想尋找哪個神是我的父王。

2018 年 8 月中，我又因貪吃人家的一頓飯，便

去廟宇幫手摺「大金」，卻不小心跌倒，大兒子

和小女兒立即陪我入急症室。照 X 光後知道右膊

頭甩骹，在等候醫生期間，我醒悟過來立刻祈禱

認罪說：「我承認自己做錯事，以前常常講大話，

今次真的要改變。我求耶穌幫我不要讓我受這麼

多苦，保佑醫生做膊頭復位順順利利，醫治我，

我答應不會再反口」。由那時開始，我重新決志

信耶穌，我跟大兒子和大媳婦返尖福堂，在長者

團契學習神的話。

在兩個月前，我又發夢去到父神地方，那裡有很

多屋都未有人住，那地方十分大、十分美麗，美

麗到不能用言語形容，好像自己去到天堂一樣。

我好開心，開心到不願離開，不想回來。後來，

我再發了另一個夢，夢中好似在天堂，父皇賜我

一套很美麗的衣服，我很高興。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返尖福堂，在長者團契的弟

兄姊妹和義工都很親切和關心，大家像一家人

般，讓我體會到弟兄姊妹相處的美好，每次返團

契我都好開心。

我決心要行天堂的路，不行地獄的路，不會反悔

了。求主讓我的子女將來可以同我一起返天堂，

感謝主。

不久，我夢見自己去到一個很多人的地方，這些

人像蘭盛會時的餓鬼般，衣衫襤褸；像病人又像

難民，在等待派發食物。有人對我說：「你去拿

個較大的砵，才可以盛載多些食物。」我回答說：

「我才不要，我選擇了去天堂的路，不要留在這

裏。」跟住便夢醒了。

感謝主聽禱告，右邊膊頭復位成功了。經過幾個

月的治療，康復進度理想，手力亦恢復了很多。

上帝是真神，是我的父皇。信主後，我的怨言和

是非少了，喜樂多了。感謝主改變我的心，賜我

智慧，讓我有寬容的心，不再像以前般小氣。

一天晚上，我主動的祈禱說：「如果耶穌能醫治

我的腳，可以如以往正常的行走，我便信耶穌。」

在休息期間，又在夢中自己在半天，不上不落，

便大叫救命。隨後有個木十字架從天而降，給我

抱着，救起了我，就夢醒了。我不知道這夢是什

麼意思，但不久我真的完全康復了。於是我就決

志信耶穌，並且跟小女兒返了教會一陣子。之

後，又因拜了幾十年祖先和偶像，心中放不低，

於是我便停了返教會，又再繼續在家中拜祖先和

去廟宇拜偶像。在 2017 年，我的腳又開始痛，

痛到不能出門，在家休養了大半年。( 在腳痛的

前一天，我告訴小女兒，不要再叫我信耶穌，我

決定不信耶穌，不會再返教會。) 但當腳痛情況

受控制時，我又再去廟宇。

芳姐行傳：在 20 多歲時，我曾經兩次發同一個

夢，在夢中我跟人排隊，要先受浸才能過一個關

閘，而這關閘不知道是通往哪裏的。但當快排到

我時，我很擔心全身浸濕透後，怎樣走路呢？所

以我拒絕受浸，而當時我不明白這個夢是什麼意

思。

除此之外，我也曾做了一個夢，看見有三部巴

士，一輛寫「天主教」、 一輛寫「基督教」、

一輛寫「佛教」。由於那時的我是拜佛拜觀音，

便選擇上了「佛教」巴士。不料，看見車上的人

都是死氣沉沉、面無血色、無笑容，我便立刻後

悔上錯車，跟住便夢醒。

不住的禱告 · 不住的恩典

一次又一次的迷失

尋找的尋見

回到美麗的父家

奇異的夢

「不住的禱告 ·
  不住的恩典」

生命傳奇

何佩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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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鄰舍分享信仰

我
身處一個異教國家，這國家的人口九成以上不認識耶穌是主，他們以為耶穌只是一位先知。

從小他們就學習每天五次祈禱，並且要日行一善，每年到了齋月就要在日間禁食，到了宰

牲節，就每家要殺一隻羊。從來沒有人與他們分享耶穌的事。

今年的宰牲節，大清早我就到街上看附近的鄰居宰羊，希望進一步了解他們的信仰生活。當我經過

一個大宅，看見他們正在門口宰羊，而且不單只宰一隻羊，而是幾隻羊，於是我走過去看看，希望

可以拍照。那時候，家主的女兒出來，見我是外國人，於是邀請我到她的府上作客，一起吃羊。雖

然我們住的地方只是一街之隔，但我們一直沒有往來，互不相識。對於她的邀請，香港人一般不會

接受吧，因為是陌生人；但面對她熱誠的邀請，我不好意思推卻這位街坊，於是答應她，我會去。

到了下午，我有點猶豫，但我知道做人應該守約，加上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與我的鄰居分享信仰，

於是我就不客氣上門去找那位女士。感謝主，她十分好客，在她的家中，還有另一位外地人客，我

們彼此認識，說話投契，很快就成為了朋友。這一天，我們談到當地傳統，例如小朋友為什麼在宰

牲節會到街上到處問人攞錢？又講到一夫多妻制，作為女性對丈夫娶媳，她們有沒有掙扎？更加感

恩，有機會談及信仰，讓我知道她們作為妻子要靠丈夫，才能去到他們的神那裏，若單身女子，就

要靠守行為。我又讓她們知道，基督徒祈禱是奉耶穌的名禱告，祂是神的兒子。基督徒一樣要有好

行為，但我們是靠耶穌去到神面前。雖然我們有不同的信仰，但大家可以分享，而且做到彼此尊重，

我感謝主有此機會。

在我們身邊，有些人還未認識耶穌，他們可能是我們的鄰舍，我們有沒有去認識我們的鄰舍呢？有

沒有把握機會與人分享信仰呢？雖然我們未必一次就可以帶人信主，不過深信我們所撒下的種子，

不是徒然。祈求聖靈感動聽道的人去接受福音！

Eileen —
 外派差遣員

莫艷霞 (Polly)

陳紹璋 (Strong)

我是繼在 1984 年參加“循道衞理青年交流團“後；這次可

以跟李牧師與廣州信徒交流，心情十分激動 !

這兩個相隔三十多年的探訪，不單見證了廣州教會的快速

成長：由重建築物，進而重建信徒及宣講福音；亦見證我

的事奉成長：由循道衞理青工的書記，進而在總議會層面

全面服侍，今年可以第三度由常務委員崗位上退任。

願上帝繼續祝福廣州的教會和香港的佈道團，使我們仍有

合作的機會。

願福音廣傳，萬人得救！

感謝主！ MEM 於 6月 15 及 16 日順利到訪廣州作福音

交流，短短二日一夜舉行了三場聚會，願這些福音種

子都能在聚會者心中萌芽生長。

回顧李牧師在廣州三場聚會的信息分享：

第一場主題：與主相遇

第二場主題：祂呼召你！祂揀選你！

第三場主題：來跟從我！去傳福音！

三場聚會都讓我好感動，每次李牧師的講道讓我有許多反省和激勵。看見聚會每位

弟兄姊妹好專注的聽著李牧師的分享，又看見弟兄姊妹感動的落淚，並且全場的站

立立志決心跟隨主，也看見在未信主的人願意走上前來決志歸主。這全是上主聖靈

在運行工作中，與我們團隊同在。

我在 2018 年任職循道衞理佈道團的事工發展主任，因此多了聯繫內地教會，深深

感受到每次能在國內服侍都好不容易，也感受到內地教會福音工作有好多大大小小

的困難，但好敬佩當地牧者和同工們仍忠心地堅守崗位，努力服侍主。

服侍路上是要付出的，但同時也有很多的得着。越服侍越經歷上帝的恩典更多，看

見上帝的奇妙作為和最美好的安排預備。

我們服侍不會孤單，因為有祢、你、妳 ... 上主將我們扣在一起，一同齊心同行，

好美的一幅圖畫，全因為有上主祢在我們中間，謝謝阿爸天父。

廣州探訪交流之旅 -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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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家澤

八年之別，百感交集，修經歷剪，回饋回顧，佈道初地。

烈日當空，秋風涼爽，弟兄姊妹，熱情奔放，豪華招待。

立於時勢，心雖不安，掛念故鄉，但命在即，主保一切，相言安穩。

時間流動，猶豫茶水，必要細味，甘甜回勁，茶如人歷。

回看六天，上主事工，無一下水，恩典已備。

遊歌唱戲，同出一轍，聖殿舞台，思命反生，拷問何美。

滿載而歸，雖無買物，手信在心，盼能與友，共享心得。

心力交瘁，滋潤提醒，我根我源，福音何在。

智財薄弱，縱只五元，主必大用，只要你願。

重見故友，雖同一名，心各已長，互相交流，互滲互通，主愛連繫。

我團我友，年齡界限，無一計算，樂也融融。

互相學習，一同生活，一同事奉，不被打爆，學專像衪。

記得大約在數月前，李炳光牧師就邀請我以 MEM 副

團長的身份參與15/8至 20/8馬來西亞(吉隆坡)

佈道交流之旅，雖然這段時間我安排放年假，並計劃

與師母一起去廣州探親及短途旅行，幸得師母的體諒，

我很開心地接受李牧師的邀請。

雖然我曾參與 MEM 在本港的多場佈道聚會，也曾在廟

街的佈道晚會上以福音魔術為李牧師的講道「鳴鑼開

路」，但若到香港以外的國家進行佈道交流活動，這

是我的第一次。可以說，這次旅程為我帶來許多意外

驚喜，也實在獲益良多！因篇幅關係，只能作簡單的

分享。

首先，李牧師雖然已經退休多年，但他對傳福音的熱

誠，處理突發事情的智慧，對弟兄姊妹的愛心關顧，

實在值得敬佩和學習！在我們到達吉隆坡之後，雖然

當地天氣很熱，但李牧師對佈道事工的熱誠更加高漲，

他不但要主領安邦衛理公會的培靈會、兒童佈道會及

佈道晚會，還獲吉隆坡浸信會的邀請，主領一場福音

主日佈道會。可以說，連日的舟車勞頓及夜眠，我們

的身體已經很疲累，但李牧師依然靈力充沛，講道信

息簡潔有力，分享內容傳神精彩，深受與會者的歡迎，

使他們打開心門接受上帝的救恩，為福音結出豐碩的

果子。

其次，我十分欣賞 MEM 兩位同工的工作能力和事奉態

度，無論是出發之前的籌備及差遣禮，無論是抵埗之

後與當地教會同工的聯絡，無論是行政工作還是場地

安排，甚至連我們享用的每一頓飯餐，她們都悉心地

安排每一個細節，即使面對一些突發事件，她們都仍

然耐心地為我們解決疑難，使我們無後顧之憂，全心

全意投入不同崗位的事奉，用生命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還有，我非常欣賞團隊每一個成員在今次佈道交流之

旅中的熱心、投入及參與，順利完成今次佈道交流的

使命。我欣賞福音歌手李雯希姊妹，她喜樂的笑容，

甜美的歌聲，頌唱的生命詩歌，都深深地打動會眾的

心扉。我欣賞五位表演福音話劇的弟兄姊妹，他們維

妙維肖的表演、生動風趣的對白及滿有默契的合作，

都給會眾留下深刻美好的回憶。我欣賞充滿青春氣息

的福音魔術師洪家澤及 Rosen Roy，他們藉着靈巧快捷

的手法，將充滿生命活力的信息展現在會眾面前，幫

助他們聆聽上帝的福音，接受上帝的救恩！我還很欣

賞在幕後默默耕耘的一班弟兄姊妹，他們不但要搬動

沉重的物資，也要不厭其煩地向會眾講解 MEM 的宣傳

物品，幫助他們了解 MEM的事工，為 MEM的需要禱告，

並且全力協助活動的進行。

最後，我要誠心多謝吉隆坡衛理公會的多位牧師、信

徒領袖和弟兄姊妹，他們熱情的接待實在使我們感動

萬分，使我們所到之處都滿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他們每次提供的美食都使我們感到意外驚喜。更重要

的，就是他們對教會事奉的熱誠，給我們提供的支援

和協助，更是使我們順利完成今次佈道交流事工的動

力。在此祝願吉隆坡衛理公會的福音事工能有更大的

發展﹗

願上帝繼續引領 MEM 未來事工的發展，使團長李牧師

的靈力更加充沛，使我們各位團友都能藉着聖靈所賜

的不同恩賜、能力和才幹，無論在本港還是海外，去

傳揚福音，為主打美好的勝仗。阿們！

吉隆坡佈道交流之旅 - 感
言 為主打美好的仗 范建邦牧師（MEM 副團長）

黃海雄

當初，我向丈夫提出參加馬來西亞短宣，被他拒絕。再

次提出，還是被拒絕。日子將近，MEM 同工 Polly 再一

次確認我是否參加馬來西亞短宣，我只回覆需要考慮。

於是我便向神祈禱，祢是否呼召我往馬來西亞短宣，讓

我在這事工上有份？請為我預備和開路，我願意被祢使

用，我將一切交託給神，於是我再次鼓起勇氣向丈夫提

出，他微笑地回答：「你去吧。」當刻我感受到神的呼召。

出發當天，因香港情況動盪引起航班延誤，但我心裏仍

有平安，深信上帝必有安排，不會讓這些事情攔阻行程。

最終，各人都平平安安的抵達。當地的弟兄姊妹等待需

久，但仍帶著笑容和熱情來迎接我們。那刻，我感受到

主內弟兄姊妹的愛。

我與衞理公會安邦堂的弟兄姊妹一起服侍，他們適當的

安排使這次佈道能順利進行。他們事奉主的心令我很感

動，讓我好好省察自己服侍主的心。並且，感謝神賜予

我兩位香港姊妹於屬靈上同行，她們在我身旁教導我要

有堅強的心服侍主及怎樣面對艱難等事情，其中一位傳

福音方法更令我驚奇，她只是直接地問未信者信主了

嗎？你願意相信主耶穌嗎？讓上帝在未信者生命動工。

我便嘗試用同樣的方法向當地人傳福音，結果發現令人

更接受。

在服侍旅程中，最令我感動的是李炳光牧師的信息分享，

他告訴我們：「我們是撒種，當地教會是栽種，神是收割。

所以不論得失，也務要傳道，相信上帝與我們同工。」

此話使我更堅定地傳福音。

旅程完畢，我在這次事奉裏獲益良多，更經歷神的供應

和預備，當地弟兄姊妹服侍主和佈道的心，教我要好好

的學習，我們要緊記常作主美好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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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4 年開始 Watoto 兒童合唱團便開

始走遍世界各地，為非洲的孤兒和

寡婦發聲，宣揚希望的信息。合唱團將於

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在亞洲巡迴演出，

音樂會主題為「We Will Go」。

合唱團的孩子由烏干達遠道而來，為數以

百萬計的非洲孤兒和寡婦發聲。他們有不

同的故事，都是被遺棄、生命脆弱的一群，

他們為全世界到訪演出的城市，帶來希望

的訊息。音樂會製作充滿澎拜活力，演繹

現代非洲音樂和舞蹈，孩子們會分享他們

如何從黑暗的人生，走進充滿意義的生命，

觀眾可以因此而體會到基督救恩帶來的奇

跡和歡樂。

12 月 28 日兩場音樂佈道會由循道衞理佈道

團團長李炳光牧師親臨分享信息，門票先

到先得，萬勿錯過！詳情請聯絡本團同工：

3725-4566 或電郵至 admin@mem.hk。

歡迎各屆人仕及邀請未信親友出席！

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資深長牧，曾歷任會長

12 年，於退休後 2005 年

蒙神呼召成立循道衞理

佈道團並擔任團長至今，

以多元化和活潑之方式

在香港各教會、學校、

機構及國內不同教會及

世界各地主領佈道聚會，

實踐主託付的大使命。

日期                    時間   地點

2019年12月28日（星期六）  1：30pm  將軍澳循道衞理小學(新界將軍澳65區唐俊街15號)

2019年12月28日（星期六）  6：00pm  將軍澳循道衞理小學(新界將軍澳65區唐俊街15號)

音樂
佈道會

同 日 設 有 攤 位 時 間

下午 3：00 ～ 4：30 約定您！

照相館       遊戲區       精品區       福音區       祈禱區

MEMX

李炳光牧師（MEM 團長）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將軍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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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5 月 11 日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5月 12 日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信望堂

5月 14 日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5月 18 日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鯉魚門堂

5月 30 日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5月 31 日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JUN
6 月 19 日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6月 28 日 博恩浸信會

JUL
7 月 2 日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

7月 4日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7月 28 日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藍田堂

本地佈道聚會

JUN
6 月 15-16 日 廣州探訪交流之旅

AUG
8 月 15-20 日 馬來西亞 (吉隆坡 )佈道交流之旅

海外 /國內福音事工

2019 年 5 月至 8月福音 /佈道聚會感恩

MEM 佈道行蹤 MEM 佈道點滴
2019 年 5 月至 8月

SEP
9 月 13 日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

  福利部興華耆樂中心

9月 28 日 浸信宣道會明基堂有限公司

OCT
10 月 25 日 匯基書院（東九龍）

10 月 29 日 中華基督教會鰂魚涌堂

NOV
11 月 5 日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11 月 19 日 聖公會仁立小學

11 月 21 日 宣道中學

11 月 22 日 宣道中學

DEC
12 月 5 日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12 月 10 日 基督教聖約教會耀安長者鄰舍中心

12 月 11 日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12 月 14 日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安素堂

12 月 19 日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12 月 20 日 循道學校

12 月 20 日 英華小學

12 月 24 日 九龍靈糧堂

12 月 29 日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本地佈道聚會

2019 年 9月至 12 月佈道事工預告

福音話劇「唐伯虎尋道記」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福音話劇「阿媽不見了」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信望堂

福音話劇「金鑽鏈」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福音話劇「我的快樂花園」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

鄧民瀚宣教師信息分享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張苑心宣教師信息分享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詹家偉弟兄福音魔術表演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鯉魚門堂

賴凱榮、洪家澤弟兄福音魔術表演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李炳光牧師信息分享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鯉魚門堂

司徒俊剛宣教師信息分享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藍田堂

頌主福音粵曲合唱團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OCT
10 月 19-20 日 清遠探訪交流之旅

國內福音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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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我們！
請奉獻支持 MEM 的佈道工作，本年度的籌款目標為港幣二百萬元，實在

需要仰賴上帝的恩典，同時我們亦很需要您的代禱和信心支持，一同在

聖工上同心同行。

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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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

粘貼口

我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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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88619 或 電郵 admin@mem.hk）

支持以下經費
本地佈道事工 HK$_________  海外及國內福音事工 HK$_________

培訓事工 HK$_________   文字事工 HK$_________

佈道團發展及行政經費 HK$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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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 佈道點滴

第三屆「佈道人佈道心」課堂花絮
感謝主！第三屆「佈道人佈道心」課程轉眼已完成六課課堂，從概念到

應用篇，相信學員們都加深了對佈道的認識和技巧，盼望他們都能學以

致用、多作主工，實踐主所託付的使命。

5月 劉建良牧師分享「佈道神學與裝備」

7月 梁永善牧師分享「針對不同對象的佈道策略」

6月 盧偉旗牧師分享「個人佈道與群體佈道」

8月 余恩明牧師分享「境外宣教面面觀」

第二屆畢業學員準備的精美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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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
貼
口

粘
貼
口

請貼郵票
S T A M P
H E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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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邀您每月一週一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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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

效的。」(雅各書 5：16)

誠邀您出席 MEM 每月祈禱會，彼此分

享及同心為MEM福音事工切切禱告。

日期：10/9，8/10，20/11，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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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ＥＭ每月祈禱會

培訓事工
感恩第三屆「佈道人佈道心」已完成了第六課堂，學員們投入學習，求主保守每一位學員的身心靈安康，繼續

努力為主作最好的裝備。又求主使用及祝福各課堂講師，為主栽培更多佈道僕人，讓佈道之火繼續傳遞。又為

十一月新開辦的培訓課程「小丑佈道訓練課程」禱告，現正宣傳課程及招生，求主祝福及帶領。

本地佈道事工
感恩過去五至八月順利完成了 13 場佈道聚會，共接觸 3,858 人，決志信主人數 619 人。求主繼續大大使用

MEM，祝福更多的生命。

海外國內佈道事工
感恩完成了廣州探訪交流之旅 (15-16/6/2019) 及馬來西亞（吉隆坡）佈道交流之旅 (15-20/8/2019)，共接觸

2,128 人，決志信主人數二百多人。求主繼續開路及帶領 MEM 進到不同的禾場，實踐主託使命。

財務需要
感謝主的供應，MEM 在沒缺乏中繼續運作。求主繼續感動更多的弟兄姊妹付出愛心的奉獻，好讓 MEM 有足夠的

金錢和資源開發更多佈道事工和推動佈道栽培事工，擴大佈道的團隊；擴張上帝的國度。

事奉團隊
感謝主的帶領，MEM 事奉團隊 ( 祈禱組、陪談組、歌詠組、話劇組、魔術組、資源拓展組 ) 都不斷在擴展中，

願主繼續拖帶及強大團隊。又求主賜智慧及加力給團長李炳光牧師和 MEM 同工們，一同同心合意，努力為主作

工，榮神益人。

MEM 代禱事項

收入
本地佈道事工 

海外及國內佈道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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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佈道事工 

海外及國內佈道事工

培訓事工

文字事工

佈道團發展及行政經費

總支出

盈餘

HK$
300,791 

168,717

77,848

50,648

516,329

1,114,333

HK$
352,655 

185,541

74,623

99,225

273,837

985,881

128,452

2019 年 1-8 月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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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工發展幹事：張雪玉
臨時事工幹事：潘貞歡

核心委員：
余恩明牧師、岑禹勤牧師、林禮濤、何景亮、錢德順、
許慧心、廖嘉濂、陳紹璋、陳永堅、林素英、胡淑文、
王耀光、李鈺麟、莊  力、劉玉琦、賴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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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未能成功投遞，
請退回給寄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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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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