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6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

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

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金巴崙長老會【2021年 5月】  

區會 

1.  【 2021 年聯合崇拜】  

主題：新時局    新異象  

日期： 5 月 16 日  

時間：上午 10:30  

講員：劉達芳博士  

奉獻對象：緊急支援基金  

 

* 崇拜將會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弟兄姊妹可於家中或自行  

到所屬堂會（請按堂會指示）參與。  

2.  【緊急支援基金】  

如有需要協助的肢體及想進一步了解基金申請的細節者，歡

迎與堂主任聯絡；弟兄姊妹也可以按著神的感動，奉獻給基

金，使基金能幫助更多本會有需要的肢體。  

3.【同工消息】  

  耀道堂吳淑慧傳道已於 5 月 2 日離職，願主帶領她的腳蹤。 

  教牧同工退修日將於本月 24-25 日 (一至二 )在賽馬會愛丁堡

公爵訓練營舉行，求主使他們能有美好的分享、及豐富的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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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堂 

1.  【洗禮及轉會禮】  

5 月 2 日將舉行洗禮及轉會禮。  

洗禮：萬慧英  (Grace)、吳業偉、羅海宇；  

兒童洗禮：李獻之、李活之；  

嬰兒洗禮：陳樂行、賴芷嵐、王順澄；  

轉會禮：胡智瑩  (Helen)；  

求主堅定他們跟隨主耶穌及加入金巴崙這個家的心。  

2.  【聯合崇拜】  

5 月 16 日為香港區會的聯合崇拜，因今年設有直播安排，故

澳門堂會友今年能一同參與，同頌主恩！  

3.  【孕婦事工】  

去年第一次孕婦講座中所接觸的 10 位準媽媽，經產後探訪及

關心，現有一位決志信主，並且與丈夫恆常出席崇拜，感謝

主恩典！  

4.  【接待緬甸族裔】  

於本澳作外地僱員的緬甸基督徒，基於一直未有場地崇拜，

故 5 月開始澳門堂將會在每個主日下午借出禮堂作崇拜使

用。  

 

長洲堂 

1.  聖雅各福群會將於 5月 31日下午 4:00舉行第 80次精神復康崇

拜。  

2.  張天龍弟兄已於 2020年 1月 15日完成慕道班四堂課，即將進

入洗禮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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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長洲堂將一同參與區會聯合直播崇拜，當天 5月 16日弟兄姊

妹一同回到長洲堂崇拜。  

4.  東明護老院送暖行動，日期： 5月 30日。  

九龍堂 

1.  因疫情關係而延遲舉行的會友大會於上主日 4月 25日舉行，

參與的會友過半數選出曹銘恩長老、黃家寧長老、張金鳯姊

妹及梁慧芬姊妹為今屆 (2021-2023)執行長老，按立禮和授職

禮將於 5月 9日崇拜中舉行。  

2.  崇拜部於 5月 2日 (日 )崇拜後舉行職事人員會議，與弟兄姊妹

分享和檢視疫情中各情況，並一同為教會的崇拜代禱。  

 

北角堂 

1.  自 4 月初開始恢復實體崇拜聚會，因人數限制關係，我們

除了主禮堂外 ，還租用教會附近的活動場所作轉播聚會

點！期盼弟兄姊妹能使用來一起敬拜神。  

2.  4 月 25 日進行了今年第一次「行區禱告」，我們分五組到

區內不同範圍實地觀察和體驗，為年內接著數次的「行區

禱告」作預備。  

3.  教會的禱告守望小組事工安排在 5 月 15 和 29 日辦兩次合

組聚會，邀請游玉蘭宣教士分享信息和見證，激勵弟兄姊

妹在禱告守望的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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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顯堂 

1. 香港新冠病毒疫情仍然起伏不定，政府開始實施疫苗接種，並

疫苗氣泡下放寬不同場所，包括宗教聚集等人數上限。求主使

用，改善疫情蔓延，市民恢復正常生活，教會有智慧回應，可

以穩定聚會。  

2. 面對香港移民潮的影響，有信徒正考慮、計劃及將會移民，教

會有見及此，建立移民使命平台，凝聚有心移民的信徒，從使

命角度看移民，彼此守望及面對移民的困難與需要，第四次聚

會於 5 月 2 日下午以 Zoom 進行，求主使用！  

3. 本年度教會其中一個目標是鼓勵信徒在聖靈裡相交，推出靈修

平台，讓信徒可以藉屬靈操練，彼此造就及靈交。第三個活動

將於 5 月 22 日上午以 Zoom 進行，一同操練靈閱誦禱，聆聽上

主慈聲。  

4. 5 月 16 日會舉行區會聯合崇拜，因疫情之故，未能在耀道中學

舉行，會改於上午 10:30 在道顯堂作網上直播。由劉達芳博士講

道，有特別制作短片播放，求主使用，同心敬拜上主！  

5. 各項活動如下：  

—  4 月 2 日(五)晚上 7:30 教會恢復實體聚會，舉行受苦節聚

會，主題是苦難共同體。  

—  4 月 11 日(主日)下午 2:30 舉行洗禮聚會共有 17 人進行嬰兒

及成人洗禮，堅信及轉會禮，當日聚會榮神益人！  

—  一步一步學聖經—哥林多後書課程，由4月11日開課（共五

課），逢主日下午1:30-3:00舉行，有10多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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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堂 

1. 教會於 4 月完成新一期 G 門訓 12 課：新約中的門徒第一階段課

程，參加人數為 22 人，並將於 5 月開始第二階段請各弟兄姊妹

記念。  

2. 4 月 4 日與沙田大圍眾教會舉辦復活節合一崇拜，主題：失序、

新序，共 8 間教會參加；下午有 12 間堂會進行分點祝福佈行動， 

叫人在眾多限制及困難中，仍見到盼望。  

3. 4 月 25 日為紅點異象分享會，在禱告敬拜中，尋索神對紅點新

的異象，發展職場教會及共享空間的可能性。  

 

寶臨堂 

1.  感謝主的帶領，興起我們的兒少導師們同心籌劃兒童牧區的

轉型服侍；感謝神預備善工，讓重啟的網上兒少主日學可以

接觸及服侍了新的小朋友和家庭。  

2.  因應教會的所在地長者中心的防疫措施，寶臨家仍未能恢復

實體崇拜，只能作有條件的小組聚會，求神賜予智慧和方

向，引領我們超越環境的限制，來對齊神給我們的使命和心

意，作主燈台。  

 

禧臨堂 

1.  【恢復實體聚會】  

政府放寬宗教活動限聚令後，教會 4 月開始實體崇拜，而 5

月份小學級聚會亦會恢復，求主保守一切順利。  

2.  【辨公室裝修】同工辦公室將於本月初開始進行裝修，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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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可於 6 月初完成。求主保護裝修工人的安全，並配合學

校，避免影響教職員工作及同學的學習。裝修後的辦公室將

劃出大約一半，開放歡迎學生於休息時進入教會，盼望可以

接待更多同學認識信仰。  

3. 接近學期完結，學校與教會亦開始計劃明年的福音及學生關

顧工作，求主賜予 Jurice智慧和能力，祝福校內師生。  
 

牧民堂 

1.  因應東涌映灣園出現變種病毒，牧民堂的聚會暫時由實體聚

會改為直播進行。請為政府的措施能成功堵截變種病毒來代

禱，求主讓疫情能夠受控、不會擴散。  

2.  上年因疫情延遲的洗禮崇拜，將於 5 月 15 日補辦青年洗禮

崇拜和 5 月 23 日補辦成人洗禮崇拜，感謝主今年有 19 位青

年人和 4 位成人洗禮歸向主。求主保守三場的洗禮崇拜能夠

順利舉行，洗禮者能在眾親友面前作見證禱告，求神預備受

邀親友的心。  

3.  5 月 19 日為敬拜訓練日和 5 月 30 日為青年區事工部門訓

練，求主祝福敬拜隊、音響隊、青年領袖能夠在屬靈上彼此

對齊、合一順服。  

 

耀道堂 

1.  4 月份，我們仍進行標竿人生運動，透過標竿人生，許多弟

兄姊妹重新得著提醒和激勵，並且思考如何為主獻上自己。 

2.  我們亦開始建立一個新群體  -「開心老友記」，服事 65 歲

或以上的長輩，有三十多位長輩參與聚會，他們都是來自

附近屋邨，是去年因疫情而探訪的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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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耀道堂安排了 14 位弟兄姊妹於受苦節當日接受聖洗禮，由

剛出生至長輩們，他們都決定跟隨耶穌，永不回頭。  

4.  整個 4 月，各位弟兄姊妹都積極地預備 5 月的堂慶，全民

皆兵，將感恩、傳承的主題活現出來，渴望將最好的獻給

主。  

 

青草地幼稚園 

1.  最近東涌的疫情嚴峻，本園位於東涌富東廣場的範圍亦被納

入強制檢疫範圍，求主的寶血潔淨整個社區及本園校舍環

境，並加倍保護青草地幼稚園的師生及家長有健康的身體，

免受病毒的感染。  

2.  願把青草地幼稚園每位學生和家長帶到神的施恩座前，求主

保守及看顧他們的家庭，有數個家庭因屋苑受疫情影響而需

要進入隔離營，求神充充足足的供應他們的需要，並讓他們

在檢疫期間，身心靈充滿喜樂、健康和平安，能有正面的態

度和力量面對抗疫的生活。  

3.  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不穩定發展，學校繼續以分級形式讓幼

兒回校上課，求天父保守及帶領，讓我們的團隊在突發應變、

工作策劃上滿有恩典及智慧，讓我們能為學生和家長提供合

宜和可行的學校學習活動及家中學習支援。  

4.  第二階段的小一統一派位將於 6 月公布，求主為高班的畢業

同學預備最合適的學校，並安慰家長的心，讓他們等待的過

程中得蒙主的平安和祝福。  

 

耀道小學  

1.  感恩神的看顧，讓疫情有所壓止，現在每天都可以有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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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的同學回校上實體課，校園生活逐漸部分回復正常，感恩

再次可以在校園看到同學們的歡笑臉。  

2.  5 月初便是四及五年級的評估日，求主幫助同學們盡快適應

回校學習的步伐，亦賜同學有一顆自律的心，妥善安排溫習

時間以致能溫故知新。  

3.  為仍然身在內地的同學們禱告，求主憐憫，讓他們可以盡快

恢復來港上學，過回正常的校園生活。  

 

耀道中學 

感恩  

1.  感恩師生在本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中平安。  

2.  師生在復活節假期中有美好的休息，並順利在上下午回復分

批面授課堂學習。  

代禱事項  

1.  繼續為世界各地的疫情能受控，特別是印度及巴西，以及病

人能早日康復代禱。  

2.  祈求天父保守中學文憑試餘下的考試能順利進行，也願中六

同學身心靈健壯，在公開試中有美好的發揮。  

3.  祈求天父看顧面授課堂的安排，讓師生繼續有防疫意識，能

安全地在校生活，並享受校園生活。  

4.  為著本年度畢業禮的籌備工作代禱，願把一切的安排及程序

交託，盼望在疫情下的特別安排讓中六畢業同學享受其中，

並為他們留下美好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