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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達強弟兄（文字資訊部部長） 

 
 

  

月訊 ─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文字資訊部 

2021年 6月號 

 
本會教會中心地址： 
九龍何文田勝利道 16 號金碧大廈 3 樓 
電話：27132528    傳真：27117180 
郵址：kpchurch@kpc-main.org.hk 
網址：www.kpc-main.org.hk 

  2021 年度聯會跨堂跨區生活營，因受疫情及限聚

令影響，待疫情有所進展時再作決定。 

 

聯會會員堂宣教士代禱資料 

柬埔寨──李慧敏宣教士（粉嶺堂） 

1. 自 4 月突然封城兩星期後，暫時也沒有再封城，

但是每天的感染數字仍然是 500-600 人，情況嚴

重，這裡全國人口接近 1,600 萬，現已接種中國疫

苗達到 300 萬人，但本地人所獲的資訊少，打疫

苗後就鬆懈，不時常戴口罩，也如常聚集，這是

令我擔心的。請記念！ 

2. 感恩我們可以透過網絡進行崇拜、栽培及團契。 

3. 願她在港的父母安好，身心健康！ 

創啟地區──小月宣教士（沙田堂） 

1. 感恩小月在工場已三個多月，一切平安，感謝主的

愛、恩典和額外的供應。求主讓小月有柔和謙卑的

心，配合神的工作和團隊的服侍。 

2. 求主記念她父親的身體能適應新藥；也記念她的母

親及弟弟在港生活有主保守和看顧。 
 

 

創啟地區──晴風宣教士（沙田堂） 

1.  感恩晴風平安地接受了兩次疫苗接種，又保守他簽

證、航班、檢測等各樣順利，並已於 6 月 6 日順利

離港返回工場。 

2.  求主保守晴風身體，記念他胃部的不適。 

3.  求主看顧在港獨居的母親，身體健康，早日信主。 
 

 

望道號──陳凱欣準短期信徒宣教士（沙田堂） 

  為陳凱欣姊妹宣教實習禱告，預備接下來的青少年

事工，學習團隊關係、領袖訓練，也有實際佈道訓練

等，求主看顧團隊們有精神體力學習與服侍。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聯會快訊 

各位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自從去年值理互選會中，確認了出任今年的文字資訊部部長後，便思考着如何推展教會的文字工作。深深
地認同主日分享稿件是一個主內互相支持，見證主恩的重要渠道，開始思考如何令主日的分享文章看來更為活
潑，讓弟兄姊妹更喜愛閱讀。 
 
  首先，為主日分享稿件定一個新的欄目名稱。最後以雲彩為主，以橋為輔，便將週日分享欄目命名為「雲
彩橋」。 
 
  第二，又想想如何令讀者，即各位弟兄姊妹，更加留意雲彩橋的出版呢？剛碰上因疫情關係，導致教會聚
會暫停，為令網上版的雲彩橋更有吸引力，便請辦事處同工為我們的文章加上不同的設計，以吸引弟兄姊妹的
眼球。 
 
  第三，也是最令人困惑的，便是稿件的來源。按過往經驗，稿件的來源是很難解決的問題。心中亦知道，
執筆寫字是一件十分困難的工作，特別對一些平時很少寫作的弟兄姊妹而言，然而，我相信上帝的恩典比我們
的所想更多，弟兄姊妹見證上帝的心亦是強烈的，因為我們每一位都嘗過了主恩的滋味，深感到上帝恩典是何
等的甘甜。我心中便默默地向上帝禱告，求天父感動弟兄姊妹提起筆，書寫上帝在他們身上的恩典。默默地把
雲彩橋的出版交在上帝的手中，感謝主，雲彩橋至今已有半年，缺稿的情況是有的，但只有數次，那麼稿件又
是否充分呢？又不是。往往只得數週的存稿，有時甚至一篇也沒有。但上帝的供應仍然是充足的，我們憑着信
心出版雲彩橋，盼望能使它成為見證上帝大恩和作為的渠道。聖經教導我們上帝的帶領好像腳前的燈，路上的
光，我們有時很難看得很遠，但我們相信上帝，上帝適時的供應，令愛祂的人一點也不缺欠。  
 
  看了半年的雲彩橋，心中實在掛念弟兄姊妹的需要，特別是弟兄姊妹的健康。因為不少見證都是病患中的
弟兄姊妹見證上帝的恩典，所以每一次看見肢體的見證，心中總是帶點惶恐，既見到上帝在肢體身上的作為，
也掛念弟兄姊妹身體抱恙的需要。盼望你閱讀雲彩橋之後，不單見到上帝的恩典，也同心為那些在患難中的肢
體禱告，讓我們成為一個真正屬上帝的家。如果各位想重溫雲彩橋的見證，可到教會網站重溫雲彩橋見證集。  
 
  寫作是一件困難的事，但是請記着，主的恩典足夠，見證上帝是我們的使命。鼓勵大家，經歷主恩之後，
不妨與肢體分享，見證神的恩典。分享一個較為容易寫作的方法，就是善用科技，這篇文章也是用智能電話的
語音轉換文字功能進行書寫的。這篇文章雖長，但我只是用了半小時便能完成，大家也不妨一試。此外，見證
不在乎長短，重點是上帝在我們身上的作為。一篇簡短的見證文章，便能甦醒人心，激勵弟兄姊妹，在這困難
的時代，加添信心，讓我們能夠走得更遠，上帝的工作更能彰顯，榮耀主名。  
 
註：雲彩橋的排版及插圖由辦公室同工林港鳳姊妹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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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各項活動及聚會 
已開始恢復以實體形式進行 
  本堂各項活動及聚會已開始恢復以實體形式進行
（同一時間，崇拜亦有網上直播以方便未能回教會之
肢體）。在防疫期間，為保障個人及大眾健康，各會
眾於聚會期間必須配戴口罩、保持一定之社交距離、
凡進入聚會場地以前，請先用正確方法洗手，或用酒
精搓手液消毒以保持公共衛生。 
 

關顧部生日會 
  為 1-6 月份生日的兄姊舉行慶祝活動，歡迎所有肢體
出席參加。 
日期：2021 年 6 月 27 日（日） 
時間：崇拜後至上午 11:45     地點：陰雨操場 
 

聖樂主日 
  聖樂主日崇拜已於 6 月 13 日上午 10 時在本會禮堂舉
行，講員為凌望基老師（中國宣道神學院實用神學、講
道學及新約講師），講題為一首口是心非的詩歌，經文
太廿六 30， 頌讚小組獻唱美麗天城。並播放各詩班代表
見證，分享他們在詩班中的得著及感恩。 
 

父親節主日 
  父親節主日崇拜已於 6 月 20 日上午 10 時在本會禮堂
舉行，講員為吳志樂傳道，講題為爸爸，我真的愛你，
經文路十五 11-24。關顧部當日為各父親預備精美眼鏡盒
並以精美紙袋盛載，作為父親節禮物，紙袋上印有本會
會徽及經文「求你開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

妙。」詩篇 119:18。祝願各父親身體健康，父親節愉快！ 
 

教會開設新 WhatsApp 群組 
  主要發放一些教會相關的資訊、聚會及活動資料。
有興趣加入群組的弟兄姊妹，可與教會辦事處聯絡。 
 

教會奉獻 
  如經銀行或提款機存入獻金，或用轉數快（帳
號：kpc-offerings@kpc-main.org.hk）奉獻，請將存款單
據、奉獻者姓名及奉獻項目資料，現可 WhatsApp 至教
會新設置的手機號碼：9617-9567，以供朱姊妹（會計
同工）確認。如有任何查詢，可與教會辦事處聯絡。 
 

本會聘部份時間庶務員 
  逢周日下午上班，4 小時工作，時薪港幣$80，有
意請聯絡本會辦事處黃小姐（電話：2713-2528）。 
 

聘青少年福音幹事 
  協助少青牧區福音及行政事務，參與學校福音事工，
具個人工作、帶領小組、栽培佈道經驗，熟電腦操作，須
周六日上班。請繕履歷電郵 kpchurch@kpc-main.org.hk 
（九龍五旬節會招聘用）。 
 

文字資訊部：雲彩橋—主日見證分享徵稿 
  歡迎兄姊投稿，分享主愛，見證主恩。稿件可交給 
黃達強弟兄或教會辦事處（電郵：kpchurch@kpc-main.org.hk）。 
 

圖書閣 
  開放時間為每次崇拜前 20 分鐘及崇拜後 30 分鐘，地
點在感恩堂。肢體亦可自行到宗教室圖書館借閱書籍，以
自助形式登記。本月主題為「新書速遞」，展出從未上架
圖書，歡迎弟兄姊妹借閲。 
 

喜訊 
 李寶珠姊妹於 6 月 13 日中國宣道神學院神學學士畢業，

祝願李姊妹繼續緊隨主的腳蹤，廣傳福音，榮神益人。 
 

喪告 
 區厚發弟兄已於加拿大時間 6 月 19 日上午主懷安息，

安息禮拜在籌備中，求主安慰區倩明姊妹及其家人！ 

牧區動態 
 

少青牧區 
1. 少青暑期活動安排如下： 
 7 月 29 日至 8 月 1 日（四至日）週六少崇

4inlove 營會 
 8 月 7-9 日（六至一）主日少崇營會 
 8 月 27 日及 28 日（五及六）五旬節中學中一新

生成長營日營 
 在疫情轉趨平緩中，求神保守各人身心靈，帶領委

員有智慧能力籌備各樣合適活動，經歷神的同在和
生命的更新，也祝福參與的弟兄姊妹和中一新生。 

 

2. 7 月 6 日為升中放榜，求神預備五旬節中一生的
心，讓他們適應中學生活、也能在學校認識信仰。
另外，7 月 21 日為文憑試放榜，求主帶領考生的前
路，賜他們平安和信心面對。 

 

3. 牧區正計劃 2021-2022 年度事工，求主帶領。 
 

兒童牧區 
1. 社會關懷：疫情下的東京奧運。 

2. 分堂關懷：播放預錄的沙田堂、佐敦堂同工訪問。 

3. 導師關懷：陸綺汶導師工作分享。 
       （沙田堂堂校福音協作） 

4. 父親節慶祝會暨 6 至 10 月份生日會。 

5. 電影欣賞：船難求生。 

6. 團契：山頂纜車、啟德跑道公園。（沿途設關懷基層送 
     米及口罩行動；另拍攝活動花絮網上發放。） 

7. 幼稚級故事：做我主角、我不跟陌生人走、 
        帝哥的金翅膀、逃家小兔。 
 

樂年牧區退修會─「你若是上帝的兒子……」 
  面對近兩年的社會、疫情狀況，弟兄姊妹騰出一個下
午，一起退修，反思與神的關係，親近主。 
日期：2021 年 7 月 4 日（日）下午 2:30 至 5:00 
地點：本會禮堂           講員：何仲廉博士 
內容：查考路加福音，透過反思及分享， 
   比較：耶穌面對的三個試探 VS 三個基督徒素質。 
詳情及網上報名：https://forms.gle/8TkX2fp8eR8fbBj7A 
 

H2O Worship 
  已於 6 月 26 日（六）舉行福音聚會，包括敬拜、默
劇、並由朱麗玲姊妹宣講福音信息，講題為有得揀·睇得
到，經文：馬太福音 5 章 13-16 節，並呼召會眾承認耶穌，
接受呼召：「成為鹽、成為光」，活出有味道的人生。 
  H2O 每季均有福音聚會，下次福音聚會定於 9 月 25
日，請禱告記念。 
 

今年度浸禮班，定於 7 月 4 日開課 
  歡迎在本會已接受本會初信栽培課程，擬受洗加入教
會者報讀。有意者，可向辦事處同工索取報名表。 
 

第三季主日學，現已接受報名 
（1） 和平班 
   主題：親近和平之君 
   導師：李皓光弟兄 
   經卷：路加福音第 10 至 17 章 
   對象：初信肢體、新朋友及返教會一段日子但仍期

望重溫路加福音的肢體。 
 

（2） 差傳班 
   導師：徐耀榮弟兄、張卓健傳道（香港差傳事工聯

會認證導師） 
   內容：宣教課程—挑戰視野 
   對象：凡期望認識差傳事工或委身此事奉的肢體或

初信者皆可。 
詳情及網上報名：https://forms.gle/a6oAbq9TdSni5HHRA 

巴富街堂 

mailto:kpchurch@kpc-main.org.hk
mailto:kpchurch@kpc-main.org.hk
https://forms.gle/8TkX2fp8eR8fbBj7A
https://forms.gle/a6oAbq9TdSni5HH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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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五旬節會聯會沙田堂 

 求神看顧教會福音伙伴五旬節林漢光中學的校長、教
師、同學及職員，有堅定的心靠主得力，不論在學校或
家中得享安康。 

 為教會發展中心禱告，感謝主已為我們預備合適的地
方，求主保守裝修及一切預備過程順利，讓這地方能成
為別人的祝福。 

 為本堂神學生甄萱蔚姊妹、鄧文恩姊妹及陳頌珩姊妹禱
告，願主使學習上有進深和得著，裝備將來被主使用。 

 宣教士晴風已平安回工場棗鄉。求主保守晴風在餘下任
期中能為主大大作工。 

 為準宣教士小月感恩禱告。為小月適應炎熱天氣和雨季
祈禱，也為「音」族能認識活著的主禱告。 

 為陳凱欣姊妹宣教實習禱告，感恩姊妹於南非的訓練已
經完成，求主記念訓練後的過渡期間以及前往福音船事
工的安排。 

 當日繼續安排現場直播；並招募弟兄姊妹參與陪談事
奉，已於本月 20 日主日崇拜後隨即舉行簡報會，鼓
勵所有弟兄姊妹出席，同心為主傳揚福音。 

 

8. J-Kids 佈道會於本月 27 日福音主日之後舉行，由小朋友
自己邀請朋友及其家長出席參與，當日內容包括 J-Kids 話
劇「耶利哥的城牆」及詩歌，由小朋友負責演出，J-Kids
委員協助，求主帶領是次事工，堅立每個小朋友的信
心。 

 

代禱事項 
 為福音主日祈禱，求主興起我們傳福音的心志，在紛

亂不安的世代裡，將人帶到耶穌跟前，得著生命，又
求主使用講員的信息，安慰我們各人的心靈。 

 為 JK 佈道會祈禱，求主保守 J-Kids 邀約新朋友及其
家長來到教會成功，當日演出順利，滿心歡喜，將榮
耀歸給神。 

 為今年小六福音營（6 月 24-26 日）祈禱，李燕珊牧
師將聯同本會 8 位青少年導師參與協助福音佈道，求
主耶穌的同在加能賜力給大家，為主搶救靈魂，讓聖
靈引領眾小六畢業生有機會決志跟從主耶穌，並讓他
們在教會中成長。 

 為六月份中學生考試月祈禱，求主保守本堂青少年區
各位約書亞人身體和靈性都健康活躍，以最佳狀態應
付考試，特別保守在考試期間仍有事奉的能應付自
如。 

 為 5 月 30 日決志信主的李世昌弟兄（以馬內利 C
組）祈禱，求主堅固他信主的心，也為他正開始接受
栽培祈禱，求主帶領他在教會持續成長。 

1.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家長祈禱會於本月 9 日舉行，主
題：讓孩子負起學習的責任，內容包括詩歌、主題講
座（薛詠詩校長）、聖經回應（李燕珊牧師）及祈禱
分享，本堂暉明大使負責與家長分組分享及祈禱。 

2. 男士成長小組已於本月 11 日晚上 8:30 於網上舉行，
全年主題：以生命回應神的召喚，是次內容：「摩
西：超凡的召喚案例」，內容：詩歌、查經、分
享、祈禱，共 10 位男士參加。 

3. 男士成長小組球類活動已於本月 12 日舉行，包括羽
毛球、桌球及乒乓波，並一起下午茶共聚分享，共
10 位男士參加。 

4. 六月份祈禱月會已於 19 日晚上 7 時於禮堂舉行，主
題「信心」，為小六福音營及福音主日祈禱，並在
聖靈裡禱告，當日出席共 21 人出席。 

5. 父親節最後一屆口罩球類活動，已於本月 20 日主日
崇拜後學校球場舉行，對象為父親及男士，現場包
括其他家庭成員齊心加油打氣，共渡歡樂時光。 

6. 小六福音營已於本月 24-26 日於學校舉行三個半日
營，本會李燕珊牧師帶領青少年帶 8 位導師參與協
助，並於最後一天於約書亞青少年地帶內舉行聚
會，聯同本堂青少年一起參與培靈立志聚會。 

7. 福音主日「轉向生命光」於本月 27 日主日崇拜舉
行，在過去兩年裡我們經歷了世紀疫情和香港不斷
的變遷，在大環境的壓力下生活，家庭成員彼此間
或有張力和矛盾，各人都需要轉變來適應新常態，
在許多不確定底下，惟一肯定是轉向生命的主，得
著生命的光，是次聚會邀得吳日昇牧師擔任講員； 

巴富街堂 

5. 為少青牧區 7 月份及 8 月份營會禱告，讓籌備營會及參
加的肢體都經歷主恩，靈命被造就。 

6. 為 2021 年度值理團隊祈禱，求主帶領及保守他們事奉的
心志。 

7. 為蔡凱琪姊妹及高可欣姊妹神學院學習生活禱告，求主加
能賜力，保守她們的神學生活及實習事奉。 

8. 為身體軟弱或因長期病患不便返教會的肢體祈禱，求天
父保守他們平安及健康，求聖靈賜喜樂為最佳良藥。 

9. 為教會弟兄姊妹的家人健康禱告，保守各人在患病中能
經歷神的醫治，在彼此代禱中得享平安。 

 

為教會守望 
1. 為本年度財政預算為港幣 11,830,000 元代禱，求天父

供應所需，收支得以平衡。 
2. 為今年教會主題「傳承使命、直奔標竿」禱告，求

主帶領每一位信徒，特別是教會領袖，不斷學習，
矢志遵行主所賜大使命和大誡命，同心建立健康的
教會。 

3. 教會主日恢復實體崇拜並提供網上直播，求主帶領
及保守肢體愛慕親近上帝的心。 

4. 為周六 H2O 崇拜能夠適切牧養肢體，在屬靈的家中
彼此建立；以及為職青牧養及福音工作禱告。 

 

九龍五旬節會聯會暉明堂 

 

1. 6 月初覓得合適地方租用，作為「教會發展中心」
並正進行裝修工程。 

2. 6 月 1 日舉行青少年家長及組長交流會。 

3. 6 月 5 日宣教士晴風再度起程回工場服侍。 

4. 6 月 13 日崇拜後舉行「談談教會樂其中」分享會，
當中弟兄姊妹與同工執事們有著美好的交流分享。 

5. 6 月 16 日晚舉行教會祈禱會，主題為「豎立旌
旗」。 

6. 6 月 20 日舉行懇親主日，邀請了徐惠儀女士擔任講
員，講題為「E 家點開口」。 

 

代禱事項 

 為聘請牧師傳道禱告，求主揀選滿有聖靈，堅守主
道的牧者作群羊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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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五旬節會聯會佐敦堂 

學校動態 

1. 畢業典禮 
 感謝天父！本年度畢業典禮在 6 月 5 日順利舉行。

尤記得典禮前一星期，天文台預計典禮當天會有驟
雨，天氣很不穩定。我們當然不想典禮因惡劣天氣
而延後，惟有切切禱告。神恩豐厚，當天下午放
晴，見不到一點雨絲。家長、師生在美好的天氣下
重聚、暢談，拍照留念，不亦樂乎！謝謝校監的安
排，我們邀得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陳浩然教
授為主禮嘉賓。陳教授以身教及言教，勉勵莘莘學子
要勇於嘗試、敢於反思及以恆毅的態度力求進步。 

 
2. 學與教 
 疫情緩和，所有同學可以回校面授課堂。雖是半天

課，對同學殊有意義。踏入六月份考試季節，同學
密鑼緊鼓備試。執筆時，各級同學還有約一星期的
考試，求天父讓同學有信心及毅力，認真應付每一
場考試。同事方面，面對大量批改、評核，求主加力。 

3. 聚合與分離 
 種種原因，本年度有不少同事榮休或離職。傳統上，

離職的同事會在學期末最後一次的教師團契中分享。
同事分享細緻深入，不失幽默，歡笑聲此起彼落。一
眾同工懷著不捨心情，祝福他們，靠著主，面對未來
的挑戰。 

 

4. 回顧與前瞻 
 學期末亦是提交林林總總的報告的時候，學校報告、

各項資助的報告、同事個人反思、考績報告等都需要
完成。另外，我們亦忙於規劃明年度的安排，包括教
學及非教學的工作安排，新同事的工作等等，求主賜
足夠聰明智慧應付。 

 

5. 員生健康 
 上月初，有一位同事跌傷腳，需打石膏，現仍在休養

中。另外，外籍老師需要在本月初入院做脊椎手術，
手術順利完成，求主讓他盡快康復。學生方面，個別
學生仍面對生理及心理健康的挑戰，盼望主的恩典夠
用，叫他們在家人、師長的悉心照料下，能健康成
長。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1. 栽培部「2020『將臨期』讀經計劃」，共 8 位姊妹
完成。教會於 6 月 6 日本主日送贈禮物及證書，以
示鼓勵。 

2. 崇拜部於 6 月 13 日（主日）在宗教館舉行敬拜司職
人員分享會，邀請領詩、領唱、樂手參加，彼此分
享及代禱。 

3. 教會周三祈禱會於 6 月 16 日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於教會禮堂（突破中心 12 樓）舉行，主題「馨香祭
的呼求」，由蔡廷軒弟兄及連嬋華傳道主領。共 13
人出席，同心禱告親近主。 

4. 6 月 20 日為父親節主日，邀請呂必強牧師蒞臨證
道，講題：「喜歡嗎？爸爸買給你」，教會送贈一
精美禮物給當日出席之父親，聊表心意。 

5. 7 月 11 日為差傳主日，主題為「神的宣教」，由香
港浸信會神學院鄺振華牧師證道；並邀請日本岩手
縣宣教士馮景豪傳道分享見證。有關馮景豪宣教士
的事工介紹及相關見證，已上載教會網頁或臉書專
頁。 

6. 7 月 21 日周三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有「差傳祈禱
會」，誠邀日本岩手縣宣教士馮景豪傳道以視像形式
分享，並一同為日本的福音及門訓事工代禱。 

7. 【招聘】教會堂主任或傳道一名，堂主任需神學畢
業，成熟主動，五年牧會經驗，負責教會發展及牧養
成、長牧區。傳道需神學畢業，成熟主動，兩年牧會
經驗，負責牧養兒童及少年牧區。應徵者需對小組教
會有認識及認同，並請將履歷近照（只供招聘用）寄
九龍油麻地吳松街 191 號突破中心 12 樓，或電郵至
hr.kpcjc@gmail.com，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佐敦堂堂主
任收啟。 

 

代禱事項 

 牧者、同工及值理團隊身心靈需要及招聘堂主任

或傳道。 

 香港及全球疫情受控及疫苗注射，聚會及社區生

活恢復。 

 身體軟弱及患病肢體。 

九龍五旬節會聯會粉嶺堂 

代禱事項 

 為五旬節靳茂生及于良發小學的校長、師生、職員們

禱告。 

 為李慧敏姊妹宣教的各項事宜禱告。 

1. 六月份父親節福音聚會於 6 月 19、20 日的晚堂、早
堂及午堂三場崇拜舉行，  主題是《被選中的我
們》。 

2. 少青教會《Y-Chill Club》將會在暑假期間舉辦一系
列豐富的至 Chill 活動，包括踏單車、球類活動、玩
Board Game 、整甜品及剪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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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動態   

5. 宗教工作 

i. 學校繼續透過短片，向學生分享聖經訊息，六月

份的主題為：「向前邁進」。 

ii. 2021 年 6 月 9 日（三）及 2021 年 6 月 16 日

（三）舉行教師祈禱會，老師分享代禱事項，一

同為學校、學生和老師守望。 
 

6. 家長教育 

i. 2021 年 6 月 9 日（三）舉行第三次「家長祈禱

會」，由薛校長分享訊息：「讓孩子負上學習的

責任」，李燕珊牧師負責聖經回應及祈禱，學校

和暉明堂一同為家長的福音工作而努力。 

ii. 2021 年 6 月 19 日（六） 家長教師會舉辦「親子

關愛同樂日親子網上活動」，包括：親子扭氣球

班、親子父親節 3D 心意卡製作班及親子 DIY 玩

具製作班，透過親子活動增進子女與父母的感

情。 

1.  祈禱會  

 祈禱會分別已於 2021 年 5 月 26 日在本校音樂室舉

行，為學校、同事和學生禱告。  

 

2.  第四十六屆畢業典禮  

 本校第四十六屆畢業典禮已於 2021 年 5 月 29 日舉

行，當日蒙香港恒生大學副校長方永豪博士蒞臨致辭

及授憑，以本年度學校主題訓勉學生，要積極正面地

面對疫情中的學習，化被動為主動，發揮自主學習。

此外，更要認識科學、使用科技改善我們的生活。最

後方博士更提醒同學在四方面努力： Intellectual 

Competence （智力能力）、Generic Skills （共通能

力）、Personal Development （個人成長）、Submerge 

（投入社群）。以上四方面將成為學生的自我導航系

統（iGPS），以便了解自己，從而訂立目標，增廣見

聞。同時本校校董們為各優秀畢業生頒獎。  

 

3.  教育主日  

 本校辦學團體已於 2021 年 5 月 30 日舉行教育主日，

由於受限聚人數的緣故，今年只邀請榮休同事出席，

由羅錦城校長代表其餘領獎同事接受致意，以感謝同

工對學校忠心的服侍。  

 

4.  下學期考試  

 本校中一至中五級下學期考試於 2021 年 6 月 2 日至

21 日舉行，同學現正積極應付考試。  

 

5.  學生榮譽  

 本校學生 5D 戚子柔、5D 李嘉泳、5D 陳穎欣、4C

呂思澄及 5D 鍾詠睎同學早前參加 2020/21 年度香港

學校戲劇節，並於 2021 年 5 月 24 日獲得傑出劇本

獎、傑出演員獎、傑出合作獎及傑出整體演出獎。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1. 本年度學校 35 周年校慶的主題為「蒙主恩典，繼往

開來」，喻意鼓勵學生在主耶穌基督豐盛的恩典裡，

乘著夢想的翅膀，開創未來。因此，學校特別為同學

於 6 月 21 日舉辦「Where the Dream Starts 全方位探索

日」，以 30 個不同主題的課堂讓同學進行探索，擴

闊學生視野，想像未來。 

2. 30 名三至四年級學生經教師甄選參加 6 月 23 日

（三）舉行的水彩畫試後工作坊，水彩畫是用水調和

透明顏料作畫，有別於常用的廣告彩。透過欣賞藝術

家莫奈的作品，同學學習以水彩繪畫花與葉的技巧，

帶來不一樣的藝術創作體驗，可提升同學的視藝觸

覺、擴闊視野及培養審美眼光。同學的作品將合併為

一幅大型畫作，並在校內展出。 

3.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受香港教育局委託，進行「全球學

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PIRLS）」2021，學校被邀請

參與其中，四年級同學於 6 月 24 日在課堂中完成一

個閱讀測試及進行一份問卷調查。這次研究主要目的

是了解全球包括香港小四學生的閱讀能力，對了解香

港學生在國際上的閱讀水平及發展進程，以及本港中

國語文和閱讀教學十分重要。研究完成後，研究團隊

會向學校提交報告，校方可根據這些數據，提升中文

閱讀教學的成效，為同學提供更優質的中文教育。  

4. 學校為五年級參與「成長的天空計劃」的同學於

BULA Adventure Base 舉行了戶外活動暨結業禮，當天

出席的同學表現雀躍，在活動中展現小組的凝聚力及

合作性，負責計劃的學校社工梁慧心姑娘在當日總結

計劃的成果，並對學生所付出的努力作出肯定。 

五旬節中學 

1. 2021 年 6 月 3 日至 8 日學校進行第四次測考，同時舉

行異地同考，過程順利，全是恩典，感謝主！ 

2. 2021 年 6 月 15 日至 18 日舉行專題研習周，學校為各

級學生設計不同的學習活動，提供課堂以外的學習經

歷，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3. 2021 年 6 月 23 日（三）舉行科探日，學校為各級學

生設計不同的實驗活動，培養學生探索精神，並推動

STEM 教育。 

4. 2021 年 6 月 24 日至 26 日於本校舉行小六福音日營，

學校宗教組與暉明堂一同為小六學生安排不同的福音

訊息活動，並安排個人佈道時間，把握機會向學生傳

福音及邀請他們參加暉明堂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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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快訊  

 

 

  

主愛泰國人 - 請為泰國禱告 
 

  泰國字面意思是「自由的土地」，因為泰國是中南
半島上唯一未受過外國植民統治的國家。政治上，泰國
以前被稱為暹羅，其執政家族掌權超過一千多年。泰國
是東南亞最具凝聚力和多元化的社會之一，這些文化因
素和資源豐富，吸引了全球投資者，致使泰國經濟蓬勃
發展。在 2016 年中，泰國的人口超過六千八百萬，世界
排行第 21，其自然美景、友善的人民、佛教建築也促進
了旅遊業的健康發展。以購買力平價的人均生產總值在
2016 年約為 16,800 美元，在全球各國中排行第 100，居
於中游的位置。 
  

  信仰上，泰國憲法賦予人民宗教自由。基督教的宣
教士於 1828 年把福音傳入泰國，但到目前為止，在泰國
人口中，只有 1.3%被稱為廣義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和異
端)，泰東北和泰南都只有 0.15%左右是基督徒，而許多
教會(尤其是泰東北的教會)是沒有牧者的。但相對地，佛
教徒卻佔了總人口約 85%，而穆斯林更暴升至 8.6%，因
此教會面對重重的挑戰。此外，佛教有超過 25 萬人在泰
國超過 3 萬座寺廟服務，佛教不僅是最大的信仰，而且
是泰國民族認同的一部分，滲透到社會和文化的各個層
面。當地人除了相信傳統的小乘佛教，也崇拜精靈和
「養鬼仔」，連同異教已成為泰國文化的一部份。 
 

  由於當地人民一般都是隨和、彬彬有禮、熱情好
客、臉上常帶微笑，所以泰國也被稱為「微笑的國
土」，但實際上這是一個沒有真正喜樂的地方。由於泰
國人的生活愈來愈與佛教的教導脫節，致使各種罪案急
劇上升，貪污變得普遍化，家庭暴力事件（尤其是攻擊
婦孺）增加，賭博和男女濫交激增，更有許多人瘋狂沉
迷於各種邪教和符咒。更不幸的是，許多人被吸引到有
利可圖的性行業，目前有兩百萬兒童從事賣淫以償還家
庭債務，導致愛滋病毒/愛滋病的增加，成為今天泰國主
要的死因。根據 2015 年的估算，超過 100 萬泰國人被驗
出對愛滋病呈陽性反應。泰國男人娶第二位太太，甚至
第三位太太已經成為風尚。據估計，在泰國各地從事娼
妓行業的女性有 80 萬到 280 萬人；這些婦女大部份都是
來自偏遠的農村，到城市裡賺錢養家。根據近年的調查
發現，泰國有三分之二的高中學生曾遭受家庭暴力，當
中大部份患上憂鬱症、沉迷毒品、酗酒和產生自殺念
頭。 
  

  泰國現時有泰語聖經和許多泰國廣播電台每日播放
的空中基督教節目。隨著基督教文化的擴展，人文素養
提高，泰國是一個有望成為福音傳播迅速的國家。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招募線上義教中文老師簡介會 
日期：2021 年 7 月 17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11:00 

對象：現任中文老師、老師、補習老師、有教學經驗人
士、神學生及有志以教中文服侍宣教士子女的人士 

背景：由香港差派的宣教士家庭，往往在教授子女學習
中文上缺乏資源與支援，尤其以廣東話及繁體中
文為目標的更見困難。在 2020 年暑假，差傳事工
聯會轄下的「TCK 關顧委員會」成員把握網上教
學的盛行，試辦在線中文班教學，孩子們反應熱
烈深得家長支持和鼓勵。為此，我們現誠意招募
更多中文老師加入團隊服侍，樂意約每星期以兩
至三小時在網上教授在外的香港「宣子」中文。
有興趣者可登記 https://forms.gle/51SXQo8GaEn8R4bk6 

參加此簡介會，了解更多詳情。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區區有咫尺：本地跨文化暑期活動 
目標：透過活動讓教會認識本地非華裔群體的需要 

內容：飲食文化，桌遊、兒童舞蹈表演、 
   婦女工作坊、歸主者分享見證 

日期：10/7、17/7、24/7、31/7、7/8、14/8、21/8 及 
   28/8（逢星期六）  

時間：待定 

地點：本地非華裔群體進入教會 

費用：每位$150 

查詢：方黛明傳道 2392-8223／ 
   Whatsapp(852) 5345 5133／ 
   info@hkacm.org.hk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與不同差會及機構協辦： 
恩光使團 
Ultimate United（Mission Bridge） 
亞洲歸主協會 
禧福協會 
 
 

差傳祈禱會 
地址 日期 時間 

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 
本會辦事處（旺角運動場道 
21-27 號運泰大廈 2Ａ、 
近太子港鐵站Ａ出口） 

2021 年 
7 月 5 日（一） 

（每月 
第一周一） 

7:30pm 

查詢：28560463 
 

世界福音動員會 
2021 年 

7 月 26 日（一） 
（每月 

最後的周一） 

7:30 pm 
∣ 

9:00pm 

九龍深水埗北河街 
165- 167 號大利樓 11 樓 
（深水埗港鐵站B2 出口） 

網上祈禱會 

香港浸信會差會 
2021 年 

7 月 8 日（四） 
（夏季） 

7:30pm 
九龍塘聯合道 320 號 
建新中心一樓 

網上祈禱會 

國際猶福差會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25 號 
長利商業大廈 11 樓 1101 室 
（差會辦事處） 

2021 年 
8 月 10 日（二） 

（逢雙月 
第二周二） 

7:30pm 
∣  

9:00pm 

中華福音使命團 
2021 年 

7 月 22 日（四） 
（每月 

第四周四） 

7:45pm 
∣  

8:45pm 

中福團辦事處 

（港鐵茘枝角站 B1 出口） 
九龍長沙灣瓊林街 111 號 
擎天廣場 12 字樓 B 室 

選民事工差會 

2021 年 
7 月 20 日（二） 

（逢單月 
第三周二） 

8:00pm 
∣  

9:30pm 

彩虹喜樂福音堂 

新蒲崗大有街 3 號 
萬迪廣場 
8 樓 F,G 室 
（鑽石山鐵路站 A2 出口）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2021 年 

8 月 17 日（二） 
（逢雙月 

第三周二） 

8:15pm 
∣  

9:00pm 

聯會辦事處 

香港九龍長沙灣青山道 
128 號威利商業大廈 11 樓 
網上祈禱會-CISCO Webex 

 

https://forms.gle/51SXQo8GaEn8R4b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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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發亮之家福音外展事工禱告，他們常到山上服事，需
要購買一輛四輪轉動的越野車。 

5. 為蒙約教會，準備2021年建堂，約需美金六萬元代禱，
現正建築圍牆。 

6. 為計劃中需建圖書館、同工宿舍所需經費禱告。 

7. 請記念籃球場的興建工程，以上4至7項因受疫情影響，
暫時擱置。 

8. 以琳緬語教會於去年8月已有肢體奉獻買了地皮，現正
興建一個廚房，請記念。 

9. 為現今緬甸政變禱告，求主施憐憫、保守看顧整個緬甸
國民。 

 

緬甸──晏發朕牧師 
1. 祈求神保守宅在家裡和出門在外不能回來的弟兄姐妹們身心

靈健康平安！每日經歷我主的豐富恩典。 

2. 在這隔離階段裡，沒工作沒收入的日子裡，求神堅固他們的
信心！全心仰賴創始成終的主每日的供應。 

3. 當解封之後，求神為他們預備工作，使他們早日恢復日常生
活！走出去，做主的美好見證人。 

4. 請為神學院的開學禱告，求神保守眷顧老師們、學生們的
心，使他們專心預備等候政府解封的日子，並且能平安順利
的開學。 

5. 因疫情的緣故，神學院將會面臨經費的壓力，求神加恩加
力，陪我們來走過這艱苦的日子，但願一切榮耀都歸給祂！ 

6. 請為我們新學年新生入學禱告！因疫情之故，不知道還有多
少新生能順利的來報到，祈求神保守堅固他們的心不變！ 

7. 今年有三位老師離開另奔前程！求神保守留下的老師們不受
影響，在新學年裡可以專心的教導與服侍。 

8. 請為我們需要有神學教育使命的老師投入我們當中禱告，求
神為我們預備安排帶領來到我們當中！ 

9. 請為我們儲備師資的需要禱告，我們需要儲備基金來幫助老
師進修提升！ 

10. 請為我們新榮美學生中心30位小朋友禱告，他們都是一群來
自貧困家庭的孩子，他們當中有已獻身要服侍神的孩子，有
因戰亂而無家可歸孩子，有貧苦生活無奈而不認識神的孩
子，求神幫助他們完成所願，實現他們順服神的人生，並有
個溫暖安定的環境，好好學習長進，在其中認識神，經歷
神，信靠神，歸向神，跟隨神！ 

11. 求主記念現今緬甸政變，求主賜下智慧能力給教會牧者、機
構負責人，保守看顧他們，賜恩予他們。 

 
 

緬甸臘戌聖恩學校──李添富校長 
1. 請為校長、副校長、校董、師生的身心靈禱告。 

2. 請為臘戌教會給予他們的關顧工作禱告，如師生的信主、家
庭需要等。 

3. 求神讓學生們能在學習尋找畢業方向的同時，能相信主耶穌
作他們救主。祈求神為他們預備能牧養的傳道及老師。 

4. 請為本會與聖恩學校在福音事工上的伙伴關係禱告。 

5. 為他們所需經費禱告，求主帶領。 

6. 求主施恩憐憫帶領他們，賜恩福與他們。在政變情況下，蒙
主特別眷顧保守！ 

 
 

廣東河源市、清遠市 
1. 在現今疫情影響下，所有聚會都要暫停，請在禱告中記

念他們。 

2. 特別求神記念各堂的牧者、傳道同工在這時期有主的保
守和帶領。 

3. 興起每一位信徒家庭，特別是作為弟兄的一家之主能築
起家庭祭壇來同心仰望主。 

 

 

差傳代禱事項 
宣教同工消息： 

英國 (東倫敦宣道會) —— 彭大明、彭黎燕芬 

1.  盼望疫情有好轉，6 月份就可以放寬限聚令。  

2.  求神給我們有智慧安排 7 月份之後的實體崇拜。  

3.  接觸到更多從港來英的新移民。  

4.  請為面對終期考試的大學生禱告。 

5.  大明在七月份有 10 個週末『把握時機』的實習。 

6.  為大明和燕芬的健康感謝神，仍有氣有力的事奉。 

 

英國 (南倫敦宣道會)——岑偉農、岑阮幗雄 
1. 感謝支持我們 32 年的教會，願主大大賜福與這些教會，

好叫福音更加廣傳，使多人蒙恩。 

2. 以太和以仁已經獨立了。以太有兩個孩子；以仁仍是單

身，他們都有穩定的職業和教會生活。求神保守他們工作

穩定。 
 

 

英國 (曼城塞爾) ——羅慶偉、羅林尹芝 
1. 求主幫助銘謙銘信在新學校能遇上好老師、好同學，多倚靠

主。 

2. 哥哥是六年級，將渡過他最後四星期的小學生涯。求主祝福

他，也保護他和其他老師同學不被感染。 
 

 

美國──建橋者--巴桑卓瑪 
1. 於 1991 年成立的建橋者在波士頓中國城社區機構眾多競爭激

烈的環境裏已經生存和發展了 30 年，祈禱求神祝福建橋

者，特別是巴桑卓瑪博士，讓他們在能力建立，項目拓展，

員工建立，外展事工以及與教會和機構的聯絡等領域有所更

新和突破。 

2. 為建橋者的董事、同工、合作伙伴和志願者代禱，讓他們共

同經歷和見證上帝豐盛的恩典、大能的作為和榮耀。  

3. 他們祈禱並相信上帝對他們社區的計劃，他們將活出他們的

信仰，並繼續在他們的國家和社區的任何困難時刻成為上帝

的見證人。 

4. 建橋者當前受到新冠肺炎的極大影響：他們沒有停止工作。

取而代之，他們迫切祈禱，堅守信念，迅速作出調整，採取

遠程工作和轉移兒童項目到網上進行。 

5. 祈求全能的上帝賜您和您的家人平安、盼望和得著神的護

祐！我們期待著 2021 年是一個蒙福而富有成果的一年，成為

我們上帝的見證，並為家庭和社區帶來祝福。 
 
 

東非地區（聖經翻譯）——莫先生夫婦 
  摩利語譯經團隊重新修訂一些經卷的譯稿，預備再出

版，這工作所需時間遠超出預算，求主加力。米圖語兩位母

語譯經員返鄉後都因事滯留，未能如期回來，請記念譯經的

進度和工作。 
 

緬甸──杜美華牧師 
1. 請為發亮之家、恩典之家、蒙約教會、怒江基督教會、

以琳緬語教會、錫安教會及門徒訓練中心禱告。 

2. 為發亮之家及恩典之家禱告。求天父讓一班小朋友能在

基督的愛中成長，神學生能接受栽培、預備心志作主的

工人。 

3. 為杜牧師禱告，求神加力帶領，讓她奔跑不疲乏，身心

靈健壯，亦求神賜下合神心意的接班人，擬於2021年按立

兩位牧師。 

差傳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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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HK$ 

信心認獻目標          589,000.00 

認獻金額(3 張信心認獻表)    14,600.00 

差傳獻金奉獻(至 31/5/21 止)  741,406.00 

差傳獻金利息(至 31/5/21 止)        0.00 

總收入(至 31/5/21 止) 741,406.00 

減：總支出(至 31/5/21 止)  538,802.70 

結存／（結欠）   202,603.30 

加：上年差傳獻金結餘(31/5/20)   681,623.53 

減：補支付 2019/20 年度國內資助   137,600.00 

差傳獻金總結餘(至 31/5/21 止) 746,626.83 

 

 

 

李耀熙傳道 同工手記 

6/2020－5/2021 
差傳獻金收支一覽表  
(截至 31/5/21 為止) 

 

為普世代禱 
 2020/21 年度差傳信心認獻目標為港幣 589,000 元。截至

31/5/2021 收信心認獻表 3 張，認獻金額為港幣 14,600 元，

實收奉獻為港幣 741,406 元。請為宣教經費奉獻禱告，讓天

國的福音得以繼續開展，更多人認識耶穌，並得蒙救贖。 

 為本會所支持之宣教士：莫曹家庭、晴風宣教士、 

小月宣教士、陳凱欣短期信徒宣教士、彭大明牧師、 

岑偉農牧師、羅慶偉牧師、李慧敏宣教士、晏發朕牧師、

杜美華牧師、建橋者執行主任巴桑卓瑪博士之身心靈及事

奉禱告。 

 為本會清遠及河源事工代禱，並請記念黎世鳳牧師、 

黎翠嬋傳道、陳海霞牧師、葉敬蘭傳道、林樂慈牧師、 

楊美珍長老、朱政婷傳道、李鎮富傳道、曹玉妹傳道及各

堂委的身心靈。 

 伊斯蘭已成為英國第二大宗教，穆斯林達 312 萬，佔人口

4.8%，並且不斷增長，清真寺超過 1000 間，不少由基督教

堂改建。為英國的教會及基督徒復興祈禱！讓他們能有信仰

的熱誠和盼望，見證和傳揚福音。（摘自英國每日郵報） 
 

  本年 6 月 13-15 日，人生首次帶領三天兩夜的靜修，從入靜
者，到成為領人入靜者。回到熟悉的「思維靜院」，一幕幕的往
事湧向心頭，與大家分享其中一件往事。那年 2012，學習了靜修
約 6 年，正開始求問神，我是否應邁向全職事奉的路，神卻給了
我們夫婦二人（Antony+寶）獨特的靜修經歷與肯定： 
 

第一天： 
Antony ：  
  我很喜歡到長洲的思維靜院，靜靜的，聽主微聲。從工作、
事奉中退下來好好休息。沒帶著目的，純粹享受自然中的寧靜。
山長水遠，終於抵達目的地。放下行囊，與久遺的長洲海角一
聚。漫步四週，調整步伐，從急速，轉向緩慢。先到最喜歡的崖
上亭角找個位置，細心感受大自然的氣息，剛踏上最頂一級，便
眼前一亮，「前人」以松果砌成了「jesus ♥ U forever」，顯然已
被風吹得七零八落，字體也有些模糊不清，我把它砌回了原狀。 

  「祢的愛，一直都在」…… 

  坐了下來，細心欣賞天空的藍，忽然看到一只鷹逆著風飄搖
著，只改變少許角度，便迎著風，向高處飛翔，自然自在。是牠
努力乘著風？還是風讓牠飛得更高？放眼望去，鷹的更遠處，便
是一架民航飛機。兩樣飛行物交疊在一起，相映成趣。祢創造的
鷹，與祢創造的人，用祢創造的腦袋所設計的機械鳥，豈不也是
從祢而出？ 

  是的，神祢在掌管萬有！ 
 

 寶  ：  
  沒有目的、不急於尋求答案的退修有特別多的驚喜。攀山涉
水到達長洲思維靜院，我最享受在天台及高臺上祈禱親近天父。
到步後走上天台，忽感一陣刺眼，因太陽預備回家，刺眼的陽光
剛走進眼裡。又走到高臺打算安靜，誰知高臺已經被「佔據」
了，「一臺不能藏二人」只好放棄這念頭，在園內慢步走，讓五
官感受天父預備極佳的天氣。祂不但預備天氣，更預備了一條正
在回「家」的小蟲和我作伴，讓我和牠談談天。那條絕不可愛的
蟲實在太厲害，被一個「變態」的人（即是我）把一些小石頭、
小樹枝攻擊，牠不但沒有放棄回家，更運用祂獨特的創造去適應
外面惡劣的環境，最終也安全回到「家」（草叢堆中）。 

  謝謝天父提醒我無論遇上任何困難，祂給我的恩典、創造給
我的所有特質也可以完成神給我的使命。  

  晚飯後，急急腳走上高臺，哈！高臺終於是我了，在極度昏暗
燈光及大風下，一踏上高臺，看到的不是長洲的海角浪聲，看到的
是一句「前人」以松果留下來的一句說話 「JESUS ♥ YOU 」下面
有一句完全看不到，我看後即把那一句重組成 「YES I KNOW！」 

  是，只需 JESUS LOVES ME，我別無所求了！♥♥謝謝天父♥♥ 

第二天： 
Antony ： 

  一覺醒來已是六時三十分。微光早已從窗縫透進，明顯已
過了日出時間。難得離開鬧市，當然不想浪費這寧靜的早上，
再一次，到了崖上亭角的位置，靜下來，感受自然微風。（那
時卻沒發覺地上松果字跡已變。）早上的風大，坐了幾分鐘已
感到一陣涼意，本打算回房拿褸蓋著，正想行動的時候，陽光
便從雲縫中透出一點光、一點暖。 

  祢對我說：在你想到為自己籌算之時，我已為你預備，就
算迎著寒風，有陽光照著，便能繼續面對。  

  吃過早餐，忽然有一念頭，想靜靜看其他人進來，觀察他
們預備、進餐，細心留意每一個生命。當第一次，細心察看太
太進食的樣子，有著一份窩心，原來我真的享受和妳在一起，
之前太忙，通通忘了。 

  是祢，再次提醒我珍惜眼前人。  
 

 寶  ：  

  吃過早餐後，四處逛逛，靜看天父手下的創造。一陣過雲
雨後，走到天台敬拜祈禱，突然腳停下來，眼睛轉到向來極少
留意的龜池，一看看定了 30 分鐘，發現有一隻在水裡游來游
去，然後我想牠打算爬上最高的石塊，但牠真的「爆
趣」！！！很落力地爬也不能爬上石塊來，更不惜踏著其他的
同伴，瞬眼間，「跣腳」反肚「DOM」一聲跌落水裡去。那
刻，那隻龜就像任性的我想作那事就不顧後果去作，但家人就
是對我這樣的委身、願意支持我去完成我想的、為著我的所願
犧牲他們的一些睇法及期望。  

  多謝天父賜給我多而又多的恩典和愛包圍著我！！！ 
 

Antony ：  

  回房小睡後，到了天台逛逛。進到眼簾的，是熟悉的身
影，慢慢步近，本打算給妳一個驚喜，便在旁邊椅子坐下。卻
發覺妳默然落淚，我的心感到一隱痛。靜靜守候了半句鐘。然
後，我們有機會，可在小組中分享。 

  是祢，掌管了我倆的時空。 
 

 寶  ：  

  正在這時，李先生就在我身旁出現。對，現在不單有我原
生家庭，更有我自己的家庭！最有趣的地方是，第一天看到的
◎JESUS ♥ YOU ◎ 原來已經被吹散了，但因我的「頭」看到
重新砌好，待我看到時，我才能回應一句「YES I KNOW！」
一直，天父才是一位最佳的導演！ 

  ……那年 2012，今年是 2021，那年孩子還未出生…… 

  是祢，為我們的人生預備豐足…… 

（李傳道為本會青成牧區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