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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三藩市佈道特輯

　　四月初的十一天，在三藩市內，我們的團隊(共13人)曾探訪了5間長者中心和

4間禮拜堂，共接觸了668人，感謝主，當中有137人決志，168人立志更新，哈

利路亞！想起團隊的工作，每次動工前，皆由李牧師領我們一起禱告， 無論是敬

拜隊的歌唱、魔術師的表演、話劇組的演出、李牧師的信息分享，皆有聖靈同在

的感覺，能使大家互相配合，過程順暢，更使多人決志信主，真是榮耀上帝！

　　今次我們13位隊員每次皆分別主動與各長者交談，讓他/她們感受主的愛，

並使他/她們明白「信中有望，愛裡無懼」的道理；至於教會方面，我們透過「佳美的腳縱」見證分

享，激勵各弟兄姊妹的靈火復興，努力為主作工，達成耶穌基督的大使命；回想李牧師說：若一間

教會沒有佈道工作，就如一潭死水，沒有進展；他又提醒我們：教會的初期，好像救生站一樣，拯

救很多靈魂，後來被拯救的人逐漸增多，便成立了一個休息室，這休息室漸漸變成了俱樂部，忽略

了拯救工作；真是金石良言啊！ 李鈺麟弟兄

佈道

探訪

4月10日 三藩市循道衞理美以美會
「 全新的你—愛裡無懼」佈道會

4月1日 基督教救世軍
「人老了，如何能重生呢？」福音聚會

4月6日 Joyful Chapter Senior Living
「一天新似一天」福音聚會

4月3日 三藩市恩福播道會
「在基督裡的新生命」福音主日

4月2日 角聲佈道團
「重新得力．如鷹展翅」福音聚會
4月2日 路德會聖靈堂
「新生．新心」佈道會

4月7日 角聲“長者開心天地”
「更新而變化」佈道會

4月8日 Lady Shaw Senior Center
「 不老的新生命」聚會

MEM話劇組演出福音話劇
「最後的一天」，讓會眾
反思生命的優次

MEM話劇組演出福音話劇
「愛到老」，長者們都看
得笑逐顏開^^

當日有唱詩丶話劇等表演，
最後由李炳光牧師為長者
施聖餐

MEM魔術師鄺奕泉弟兄表
演福音魔術，以輕鬆手法
表達福音信息

在佈道會中決志信主的新朋友，願主
賜福他們得著「新生．新心」

感謝主！呼召時有不少新朋友
願意出來決志信主並立志更新

我們探訪長者中心與他們談話
分享，他們都顯得非常高興～

　　感恩有機會去到三藩市佈道，團隊弟兄姊妹們，無論話劇、魔
術、福音粵曲都很精彩，長者們都被逗得笑容滿面，喜上眉梢！李
牧師所講的動人故事令很多人立志信主！或再一次被喚醒，堅決跟
隨耶穌。其中有位婆婆更邀請我們到她的房間小坐！
　　另一間基督教“Joyful Chapter Senior Living”安老院，長者
平均年齡90多，還有兩位長者過百歲呢！佈道完畢，李牧師更為
大家舉行聖餐禮。
　　在 Oakland 長老會佈道那天，遇到了丈夫40年前一起共事的
醫生同事，在當地教會熱心侍奉做義工，他鄉遇故知，不亦樂乎！ 

丁幗英姊妹

　　在李牧師口中「成熟的年青人」就是這一班平均年齡八十歲的長

者。他們真是一班活寶，充滿活力，十分可愛。在跟他們唱詩時，轉

眼就學會，一起唱新歌了；在魔術師表演時，他們比年青人更有反

應；在看話劇時，看得投入，笑得盡情；在牧師分享信息時，他們聽

到入神。看著這班「年青人」，心裡實在為他們的生命感恩。

　　在聚會結束時，主持人捧出一隻隻可愛的「天鵝」。

天鵝由五百多張紙摺成三角形，再逐一組合而成。原來這

些小天鵝是由一班婆婆親手製作的。幾個星期前，她們得

知我們前來探訪，就開始製作，每星期花兩、三小時逐一

完成。「物輕情義重，千里送天鵝」這份情誼和心意重得

很。臨別時，我手裡捧著一隻天鵝，一位婆婆笑著對我

說：「這是我做的啊！」我不禁讚賞道：「婆婆，你真的

很厲害啊！」感謝天父賜這班「年青人」有健康、愛心和

喜樂，願主繼續祝福他們！
李慧英姊妹

　　感謝主給我機會讓我可以和MEM一同去服侍，在當中感謝各位的體諒、包容

和幫忙，更和大家增進友誼，使我可以很高興放心去分享和教授福音魔術！

　　在這期間能和大家認識，不分彼此，為的是要將福音透過不同元素去表達出

來，讓更多人能蒙福，能達至榮神益人！

　　感恩我的親戚能來參加佈道會，更願意返教會進一步的認識主，真是超乎我

所想所求；有你們同行真好！

　　願一切榮耀、頌讚歸給神，直到永遠，阿們！

       鄺奕泉弟兄

物輕情義重   千里送……



4 5

美國三藩市佈道特輯

　　感恩可以再次參與MEM佈道工

作，並以不同的身份參與今次的短

宣之旅，學習、領受、體驗很多；

期待更多美麗合一的事奉啊！ 

王詩麗姊妹

　　第一次參加MEM佈道團，只是話劇裡一
個小角色，沒想到小小的參與，竟有大大的
收穫。感恩天父給我機會參與事奉；感恩弟
兄姊妹有形無形的支持；感恩天父讓我們藉
著敬拜、魔術、話劇、李牧師講道的訊息，
讓參與者能有機會接觸福音；感恩天父給我
們 — 信。望。愛。　　只須單純地相信，自然便得著盼望！

　　以為自己很愛主？其實主愛我更深！ 
唐鳳儀姊妹

　　自從三藩市回流香港後便加入佈道團服侍，轉眼便3年多了，今次能夠隨MEM回到自己成長的城市，並參與佈道，實在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在確認這次旅程後，我便立即邀請住在三藩市未信主的父母出席佈道會，了解我所服侍的主。雖然他們最終沒有在佈道會中決志信主，但我相信神的工作，必會按著祂所定的時間發生。此外，感恩在主的安排下，能組成這個團隊，隊員在各方面彼此服侍和勉勵，相識相知。　　感謝主！這趟旅程到處探訪和主領聚會，讓我認識到三藩市的另一面。這一切都是神所賜的美好時光，我願意繼續跟隨神把愛帶去更多地方。 

關婷之姊妹

　　這次三藩市佈道之旅是我第一次跟

MEM的團隊一同到國外進行福音工作，

整個行程都是滿滿的感恩。感恩在這次

的短宣能參與話劇佈道，有機會以興趣

去侍奉，當中更能體驗到「享受」的實

在。藉著團隊的互相配搭、弟兄姊妹的

忠心侍奉，將大大的榮耀歸給主耶穌。 
李嘉蓮姊妹

　　有很多人以為去佈道單單是服事人，其實我們才是被服事
的一群。感謝各教會及機構為我們安排交通、膳食，讓我們無
需為這些事掛心，可以專心於佈道事奉。不單如此，一位接待
我們的弟兄邀請我們到家中吃晚餐，更親自下廚，讓我們可以
跟當地的弟兄姊妹有美好的團契；當我們開聲提出需要有琴的
地方練歌時，一位姊妹馬上自薦，開放家中的音樂室給我們使用。一位姊妹犧牲自己的假期，
特地擔任導遊一天，帶我們到處觀光，介紹三藩市的風土人情，讓我們更深入的了解此地。
　　每當我們遇到這些以愛心服侍、熱切招待的弟兄姊妹，就更體會到在主耶穌裡，即使素未
謀面，但總覺親切，真的主內一家。感謝主！在主裡的團契無分彼此，互相服侍，叫每位愛主
的人都得益處。

　　是次行程不單只是做佈道會，更舉辦了不同性質的福音聚會，如見證分享會丶培靈會

等，藉著遊戲丶詩歌丶見證及信息使當地信徒靈命得以更新，重新得力為主作工。另外，

我們還開展了不同培訓工作，包括陪談訓練班及福音魔術班，鼓勵更多弟兄姊妹做陪談員

及以福音魔術佈道。

感謝三藩市宣道會同工
Stephanie 抽空帶領團隊於
市內觀光

感謝Temple UMC和美以美會
弟兄姊妹熱情的招待

勉勵
及

培訓

美以美會Stephen Lai弟兄接待團隊到
其家中晚膳，彼此分享建立友誼

我們的第一次......
漁人碼頭食蟹......Yummy Yummy

著名景點金門橋合照！

有橋？冇橋？相信大家

都會記得李牧師所說的

金門橋故事^^
沿路觀光丶拍照丶吃小食，感謝天父給我們美好天氣可以好好享受與分享！

團隊

趣事

愛的

服侍

主裡一家  彼此服事

4月8日 Templ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of SF
「佳美的脚踪」見証分享會

MEM敬拜隊帶領唱詩讚美主，
並透過小遊戲與當地弟兄姊妹
互動，分享團契友誼

4月9日 三藩市循道衞理美以美會
「愛主更深」培靈會

4月10日 三藩市循道衞理美以美會
「 全新的你—信中有望」
英文/中文主日崇拜

當晚的詩歌丶信息感動了不少弟兄
姊妹立志愛主更深，哈利路亞！

李牧師所分享的信息再次堅立
眾弟兄姊妹對主的信心

4月1日 陪談訓練班
4月2日、4月7日、4月9日 福音魔術班

鄺奕泉弟兄教授多個福音魔術，
鼓勵學生多練習及藉此傳福音

李鈺麟丶丁幗英夫婦教授
陪談概論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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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MEM「心繫所愛」2016年度

新春感恩晚宴

有福戲2016

本地佈道點滴

      感謝主， MEM「心繫所愛」2016年度
新春感恩晚宴已於2月20日假尖沙咀煌府舉
行，當晚筵開17席，今年除了MEM話劇、魔
術組表演及歌詠組獻詩外，更邀請了香港堂
福音靈修舞蹈組表演精彩動人的靈修舞，與
來賓一同以舞蹈讚美上帝，讓我們一同回顧
當晚的精彩時刻！

      MEM第八屆福音話劇培訓班畢業演出於二０一六年

三月六日假上環文娛中心順利舉行，主題為「邊個至係

你？」，共有九位學員參與，分別來自本會五間堂會、

聖公會聖馬可堂、上葵涌平安褔音堂及播道會港福堂，

演出三套有關人生價值觀的福音短劇。

感謝主！過去一季的本地佈道順利完成，特別在復活

節期間舉行了十多場佈道聚會，願主繼續使用MEM團

隊的服侍，將福音傳給更多未信的朋友！

感謝倪彤小姐丶馬海鴻先生

擔任當晚司儀 李牧師即場頒發畢業證書給積極
排練的學生，並向導師致謝

感恩順利完滿結束，
一同來大合照留念！

「心繫所愛」
話劇表演

MEM魔術組表演

香港堂福音靈修舞蹈組表演

MEM歌詠組獻詩
李鈺麟夫婦、譚健偉夫婦分享佈道見證

李炳光牧師帶領MEM
團隊向來賓祝酒

心光學校李炳光牧師分享盼望信息

24/2

18/3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觀塘堂MEM話劇組表演「金鑽鏈」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許慧心姊妹表演福音魔術
培英中學鄭海傑宣教師分享生命見證

26/2
10/3

21/3

23/3
23/3 24/3

21/3 22/3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林津牧師信息分享

浸會醫院院牧部
葉華夫婦見證分享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范建邦牧師以魔術傳達信息

藍田循道衞理小學
鄧民瀚宣教師信息分享

港澳信義會小學

李雯希姊妹與學生唱詩互動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劉冬青傳道見證及信息分享

第一齣短劇「面具」，

道出人性與真我 第二齣「生命列車」，讓
觀眾反思生命的意義

真摯感人的「奇異恩典」，
表達出無私的愛

節目開始前，觀眾陸續入場座滿接近七成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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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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4/6， 12/7，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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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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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禱告支持我們的佈道工作。

Week1

Week2

Week5Week3

Week4

敬拜隊
1. 感謝神使用MEM敬拜隊在本地及海

外佈道聚會的服侍，藉著詩歌敬拜帶

領會眾親近上帝。

2. 求主感動更多弟兄姊妹加入敬拜

隊，幫助各成員發揮恩賜，將人帶到

上帝面前領受福音。

話劇組
1. 為佈道團在於美國三藩市順利完
成的話劇聚會感恩，兩套話劇於當地
的教會反應不俗，亦求主繼續保守當
地教會的跟進工作。

2. 為本年度話劇組發展禱告，求主
預備更多有心志的弟兄姊妹加入佈道
團作話劇事奉，並有更多適合的劇種
於本地及海外佈道中使用。

美國三藩市 (二)
1. 角聲佈道團長者事工：願主繼續使用角聲佈道團接觸社區的長者，

讓他們認識主耶穌，在佈道會中信主的長者亦可得到轉介到合適的教

會聚會，接受牧養。

2. 長者中心：求主繼續保守每位長者的健康，心裡喜樂，想有渴慕主

的心，並常常依靠主。

本地佈道
1. 感恩MEM在過去一季舉辦了十多場佈道聚會，特別在復活節期間走訪了多間中小學
主領不同的福音聚會，願主繼續幫助教會及學校宗教科老師的跟進工作，使初信者可
以在真道上紮根，主愛中成長。

2. 為4月及5月初於沙田循道衞理小學完成的佈道聚會祈禱，感恩過程中經歷了主的恩
典，讓我們能藉著詩歌、話劇及牧者分享表達出「愛從神來」的信息，願一切榮耀丶
頌讚歸給天父上帝！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

美國三藩市 (一)
1. 路德會聖靈堂：特別禱告記念在佈道會中六位認信的朋友。本堂於四月二十四

日開始國語崇拜；在六月初會和恩雨之聲合作佈道會，屆時有兩位香港藝人分享

見證，請代禱。

2. 三藩市播道會恩福堂：為福音主日中有16位新朋友決志信主禱告，願主幫助牧

者及長執繼續跟進他們，使他們能在不同的栽培班中成長，建立每天與主親近丶

與人相交的生活。

3. 三藩市循道衛理美以美會：請為剛信主的弟兄姊姊祈禱，願他們可恆常出席崇

拜，並接受栽培。同時，願教會復興，各肢體能同心興旺福音，求主帶領他們籌

備和計劃各佈道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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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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以下事工

奉獻方法：                            

循道衞理佈道團歌詠組

我們的理念很簡單： 

(1)   無論是否基督徒，大部分人都喜歡音樂，對聖詩亦會欣賞

(2)   聖詩的唱頌是與慕道者接觸交流，分享信仰的良好媒介

(3)   一起唱頌聖詩本身就是快樂的事奉

我們目前的成員多來自本會各堂會的詩班員。我們只需每月一次兩小時

的練習 (即每月最後的星期三晚7:30 -9:30 pm於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九龍堂

練習) 以便大家能抽空參與。

如您有興趣先試試與我們一起練習，歡迎您填妥下列報名表，然後

電郵admin@mem.hk或傳真(2708 8409)予本團；您亦可到mem.hk/

news/184/ 或掃描QR code填妥網上表格，收到資料後我們會與您聯絡。

姓名：＿＿＿＿＿＿＿＿＿＿＿＿＿＿＿＿＿＿＿

性別：＿＿＿＿＿＿＿     

聲部：未清楚 或 清楚：女高、女低、男高、男低

聯絡電話：＿＿＿＿＿＿＿＿＿＿＿＿＿＿＿＿＿

聯絡電郵：＿＿＿＿＿＿＿＿＿＿＿＿＿＿＿＿＿＿＿＿＿＿＿＿＿＿________________

所屬堂會(如有)：＿＿＿＿＿＿＿＿＿＿＿＿＿＿＿＿＿＿＿＿＿＿＿＿_______________

有關報名及查詢，可致電2708 8619與佈道團同工聯絡。

歡迎您的加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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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港幣$＿＿＿＿＿＿＿＿               

加入我們
收支報告及奉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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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已籌得款項
60萬

HK$323,874

HK$132,475
25萬

HK$64,066
15萬

HK$59,825
15萬

HK$60,325
10萬

HK$89,737
35萬

2016年各事工籌款目標 (合共$160萬)
收入
奉獻及收入總額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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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
730,302

135,746
142,784
128,920

22,731
25,947
50,373

506,501

223,801 

2016年
第一季收支報告

招
募

國內福音交流獻唱

聚會完結後與會眾交流分享

MEM大型活動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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