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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裏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詩19:14) 

 金巴崙長老會【2021年 11月】  

區會 

1.  金巴長老會香港區會緊急支援基金  

鑑於疫情原故，區會希望與會眾同行，於去年 4 月成立「緊

急支援基金」以幫助本會各堂肢體面對突發事故的經濟需

要；如有需要者，歡迎與堂主任聯絡了解申請的詳情。  

2.  臨近年終，各堂會正努力計劃明年度的事工，祈求天父一直

帥領，讓教會行在祂心意中，討主喜悅！  

3.  11 月 6 日是本年度最後一次區會會議，求神賜予區會成員

們有智慧和異象，商討明年的各項計劃和方向，在這變幻的

日子中，擴展上帝的國度，祝福上帝的子民。  

4.  同工消息  

—寶臨堂同工譚偉燊宣教師認可禮於 11 月 21 日寶臨堂主日  

崇拜內舉行。求神祝福弟兄的事奉滿有能力和智慧！  

—禧臨堂麥君漫傳道與李慧嫻姊妹將於 11 月 14 日舉行結婚  

典禮。求神賜福這個新建立的家庭，充滿愛和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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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堂 

1.  【疫情下的活動暫停】  

澳門新冠肺炎疫情因 9 月底再次出現感染個案，並且感染者

在社區有活動情況，使教會恒常的活動在考慮社區環境及政

府呼籲下再次暫停，而崇拜則以錄播方式進行。感恩在全民

檢測及隔離政策下，並沒有引起爆發情況，故 10 月 19 日教

會各公開活動恢復正常。  

2.  【成長栽培班】  

10 月 28 日，崔牧師再開辦苗圃八福課程，對象除了是信徒

外，一眾同工亦一同學習，以預備日後對初信者之栽培。  

3.  【 11 月 21 日洗禮主日】  

是次洗禮及轉會禮合共 6 人。   

兒童洗禮：黃翹恩、黃曉祈；成人洗禮：朱小玲、李笑容； 

轉會禮：黃國中、梁玉坤。求主堅固他們各人跟隨主基督的

心。  

 

長洲堂 

1.  三所幼兒園（呂君博、陳恩美、漢師）福音活動 9-12 月繼

續進行。  

2.  長洲基督教聯會於  10 月 1 日  在長洲山頂球場舉行「聯堂

運動遊戲日」，順利完成。   

3.  建道神學院神學主日（副院長張美薇牧師證道，建道神學院

學生獻詩、見證）已於 10 月 17 日順利進行。  

4.  建道神學院佈道團與本堂合作於 10 月 29 日午間送暖行動，

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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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聖雅各福群會將於 11 月 22 日下午 4:00 舉行第 87 次精神復

康崇拜。  

6.  馮慧心姑娘於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4 月期間一同參與本

堂服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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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堂 

1. 堂慶崇拜將於 11 月 7 日（星期日）在「突破青年村演藝廳」

舉行，聚會後一同分享愛筵。  

 

北角堂 

1. 感謝主， 10 月 16 日社區祝福行動，派發 2022 年的「福」

字月曆和 10 月 24 日的福音主日都順利完成。請禱告記念決

志朋友的跟進。  

2.  11 月份將嘗試在隔週主日下午開始，安排進行主日學，請

大家在禱告記念這事。  

 

道顯堂 

1. 10 月 14 日在教會進行前景研討日，約 100 位信徒（事奉單

位代表）共聚一堂，共商教會未來發展的方向。求主賜下異

象、同心，靠著聖靈更新教會，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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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到兩位長老候選人祈禱，有劉玉蘭及劉淑敏姊妹，將於明

年會友大會通過，並盡快按立為長老。願主使用，與現任的

長老同心事奉，帶領教會走在神的旨意中。  

3.  靈修平台於 11 月 6 日（六）上午有靈閱誦禱操練，由袁師

母主領。另於 12 月 4 日上午有戶外靜觀大自然，由陳漢堯

弟兄主領，求主使用，讓所有參加者有與神親近的學習與體

驗。  

4.  移民平台將於 11 月 21 日下午繼續有 Zoom 聚會，平均有 25

位信徒參與。讓這個平台成為考慮、進行及已移民的信徒一

個彼此支持及牧養的屬靈空間。  

5.  各項活動如下：  

—  長者俄巴底亞書、約拿書課程於 10 月 6 日（三）上午

在教會開課。  

—  一步一步學聖經：雅各書課程於 10 月 10 日（主日）下

午在教會開課。  

—  少年級聚會—社區探索活動於 10 月 17 日（主日）上午

在深水埗區進行。  

—  提摩太後書課程於 10 月 31 日（主日）下午在教會開課。 

 

沙田堂 

1.  教會於 10 月 23 日聯同沙田大圍眾教會舉辦第一次「敬拜之

夜—同行」，是次聚會由多間敬拜隊以音樂敬拜交流、分享

異象、預備建立地區敬拜隊。願神繼續祝福大圍區教會之間

的聯繫，能在地區裡一同敬拜禱告為神爭戰。  

2. 教會將於 11 月其中一次主日崇拜安排各家聚點有第一次自

行帶領聚會，由各同工和家主分享信息、帶領敬拜。沙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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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為其中一個聚點，會如常有實體崇拜及直播，請記念教

會新的嘗試和方向。  

3. 游玉蘭宣教士（游姑娘）由於在以色列的學生簽證到期仍未

能申請續期，因此已在 10 月 30 日回港，並進行隔離。請弟

兄姊妹記念游姑娘的服侍及身體狀況。  

 

寶臨堂 

1.  感謝神，引領譚偉燊傳道忠心服侍寶臨家，譚偉燊傳道的「宣

教師認可禮」將定於本年 11 月 21 日主日崇拜中進行，主禮

團有：蘇達榮牧師、黃素莉牧師、夏定邦牧師、鍾寶城長老。

求神繼續帶領我們彼此配搭，同心服侍！  

2.  本月青年牧區將舉辦「躲避盤訓練班」，對象為小五至中四

的年青人；目的是透過新興運動  ―  躲避盤以培養少年人

應有的品格，建立其自信和責任感。求主帶領使用，叫我們

能接觸更多的年青一代，讓年青人認識教會、建立具真理的

品格和相交。  

 

禧臨堂 

1.  【喜訊】  

本堂同工麥君漫傳道（MK Sir）與基督教宣道會元基堂李慧

嫻姊妹將於 11 月 14 日（主日）下午 3:30 舉行結婚典禮。

但由於疫情安排的人數限制，未能邀請所有弟兄姊妹實體出

席。屆時會安排網上直播。本堂謹祝一對新人新婚快樂，家

庭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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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主日 2021】  

本年度的教育主日已於 10 月 20 日崇拜中進行，耀道中學校

長及全體老師一同出席崇拜，柳子權校長及謝耀明老師分享

見證。講員九龍城基督徒會基督書院校牧梁明輝牧師於中學

服事接近 20 年，當日以尼希米記 7-9 章勸勉老師及弟兄姊

妹，無論世事變改，仍以神的話語為重。  

 

牧民堂 

1.  感謝主 10 月 17 日的教育主日能順利舉行，家長、老師和小

朋友都樂於其中，求神讓福音的種子能繼續在他們的生命萌

芽，願意歸向主。  

2.  請為 11 月 7-9 日的同工計劃營禱告，求神讓同工領受從神而

來的智慧和策略，使他們知道要如何帶領牧民堂前進，及應

付未來的變動。  

3.  請為 12 月的堂慶、聖誕報佳音等各項活動的籌備來禱告，求

神預備地方和人手，祝福弟兄姊妹能看見社區的需要及有樂

於傳福音的心。  

 

耀道堂 

1.  10 月 1-2 日，我們進行了核心組長營會，與四十多位弟兄姊

妹一齊為教會前境探討，共同尋求神的心意。  

2.  10 月 5 日，同工為未來一年進行計劃會議，感謝上帝帶領。 

3.  10 月，我們完成了共十堂的「價值觀重整之旅」，有 50 位以

上弟兄姊妹完成這十堂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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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 月 29 日，我們開展新計劃「慳得有營餸社群」，為 40 戶

家庭送上新鮮餸菜包，此計劃每週進行一次，初步為期一

年，多謝葉志成基金贊助。  

5.  10 月份，亦是「核心委員會」提名期，為堂會預備未來兩年

的核心領袖，一同帶領教會，我們將會在 11 月 7 日進行核

心委員會選舉。  

 

青草地幼稚園 

1.  感謝天父的看顧，各級的小朋友及幼兒班新生，已經適應了

新學年的學校生活，求天父祝福孩子們和老師很快便建立良

好親切的關係，一起愉快地學習和成長。  

2.  本園正籌備 2022-2023 年度新生面見日，面見日將於 11 月

13 日（星期六）舉行，求天父保守疫情能繼續穩定，讓我們

能順利舉行面見日，並在團隊合作中能展現出像天父的慈愛

和耐心，以服務我們的幼兒和家長，讓家長感受到青草地的

關愛文化。求主祝福和帶領新一年度有更多新生加入青草地

幼稚園的大家庭。  

 

 耀道小學 

1.  【 11 月 8-10 日小六呈分試及小五評估】  

雖然現在只是半天上課，但同學經歷了一年多的網上學習，

現在要適應實體上課，相信當中同學都要面對不少的學習壓

力。求主賜同學們心裏有平安，對學習有堅毅，有同行者的

扶持，盡力為考試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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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 月 11-12 日全校同學都會進行「小小工程師」活動，同學

會進行一些 STEM 的活動，求主讓同學在輕鬆愉快的氣氛

中，享受學習所帶來的樂趣。  

3.  【 11 月 27 日親子旅行】  

因疫情的關係，相信很多家庭都減少外出，有見及此，本校

家教會舉辦了是次親子旅行，讓同學們有機會與家人一起去

赤柱遊玩，享受天倫之樂。求主保守旅程的一切順利，大家

能享受一段平安而滿足的美好時光。  

 

耀道中學 

感恩：  

1.  感恩中六級學生以全日課堂形式學習，並積極準備公開試。 

2.  中一至中五級學生以半日課堂形式學習，享受面授課堂的校

園生活。  

代禱事項：  

1.  本校透過加設「學生支援日」等安排，期望以不同方式加強

教師與學生溝通，祈求天父保守有關活動，讓學生得著關心

與鼓勵，在愛中成長。  

2.  為著在「福音週」的各項安排和佈道會中決志信主的同學代

禱，祈求天父保守他們的心，讓他們接受栽培，使他們的屬

靈生命得以扎根成長。盼望天父在「福音週」後仍鼓勵基督

徒師生們繼續傳揚福音、活出基督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