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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主題異象：彼此相愛‧靈命更新！ 

            霍淑嫺教師 

  自從 23/9 崇拜後看過《爭戰的房間》(War Room)這電影之後，不知你對這問題有否

和以前不一樣的想法呢？你的禱告生活又有否起了變化呢？禱告到底有多重要？曾暢銷

全美，甚至全球教會的一部書《疾風烈火》，以真實的見証幫助我們進深反思這個問題。

以下引用了｢布雷克人生｣網站黑熊同工的分享，望能帶給我們生命更多的更新變化！ 

 

疾風烈火 - 重新得力，再次出發              作者 黑熊 

  每每在許多的事情上遇到了挫折，就會選擇逃避，不然就是想盡辦法去改變這一切，

卻忽略了回到神面前盡心的尋求，在我的經歷當中，經常也遇到這樣的問題，不到最後一

個關頭不去尋求神，而去尋求各種不同的方法，希望能順利找到方法處理問題，但往往並

無法如期達成，特別在做神的事工，藉著這個機會分享我在 PS194 事工的經驗。 

  參予 PS194 事工的這幾年來，從整個網站規劃開發開始，一直到現在，整個事工總是

遇到不同大小的問題，但只要遇到問題的時候，我的第一個直覺是尋找我認識的人協助，

而不是尋找神，所得到的結果，往往令自己非常的沮喪，在我眼中看來，似乎整個事工都

是問題，導致無法順利的推展。 

  然而在我閱讀完了【疾風烈火】一書以後，看見書中辛傑米牧師，如何帶領布魯克林

教會從一個只有二十人聚會的教會，開始經歷到聖靈的更新，聖靈如疾風烈火般造訪了布

魯克林教會，成為現在上千人的教會，至於詳細書籍的內容，就要麻煩各位仔細觀看了。 

  回過頭看 PS194 的事工，我們的團隊成員，一開始集結了相當優秀的團隊，有科技界

的人才，中研院資訊所的博士們，還有相當優秀的協力廠商協助，看起來似乎是很堅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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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陣容，這樣的團隊下運作了三年的時間，整個事工似乎沒有突破性的進展，好像整個

事工下唯一的產物就是【Oursweb】的網站，然後呢？整個進度就開始停止了。 

  這樣的問題，讓我不由得開始思考，我們的事工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呢？我尋找到了

一個可能，我沒有尋求神的干預，沒有在神面前的謙卑禱告，只是仰賴這些專業團隊的協

助，所做的看似在事奉神，事實上只是在產生一個產品，而不是在做一個事工與事奉，一

個不清楚神心意的事奉，怎麼可以稱得上事奉呢？因著團隊的優秀，我總習慣依靠團隊，

期望能獲得答案，不然就是將責任推給我們的總監，似乎將全部問題的解決方法，都寄望

在團隊成員當中。 

  我相信 PS194 異象是神清楚的呼召，只是進行事工的方法不對，自己的心態上也沒做

這些調整，閱讀這本書給了我當頭棒喝，重新思考事工該如何繼續運作，現在的我，只能

說感謝神的憐憫，讓我還有機會悔改重新出發；當我們的總監離開我們，進入新的環境以

後，以及接續產生問題的時候，我有一個來自聖經的感動，讓我知道重新得力的機會來了，

神要帶領我們經歷祂的榮耀。 

  聖經在士師記第七章記載著基甸打米甸人的事蹟，原本基甸帶著兩萬多人去攻打米甸

人，但神卻這樣回應他們︰「耶和華對基甸說，跟隨你的人過多，我不能將米甸人交在他

們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誇大，說，是我們自己的手救了我們。」《士師記》7:2 我知

道我們事工有很多優秀的團隊，但是因為我的不成熟，神知道我會藉此而誇耀，而使用經

歷到停滯不前的懊惱 。 

  這本書幫助我認清了根本的問題，或許有充分的

專業程度，或許有充足的技術，但並沒有行在主的旨

意當中；現在的我會開始尋求神，貼近神的心意，從

基本的層面重新出發，盼望能重新得力，在主的榮耀

中服事。 

  辛傑米牧師所追求和強調的並不是「大風吹過、

火焰顯現」，他所強調和遵行的是禱告！雖然布魯克

林教會不特別追求靈恩，不強調方言、預言、異夢，

但是神蹟奇事、福音大能卻充滿在教會中，神「新鮮

的風、新鮮的火」使教會復興，成為主美好的見証。  

請想想： 
你每天的生活和事奉所倚仗的是什麼？ 

你所倚仗的，就成了教會所倚仗的，因為｢你｣，就是教會！ 

你願意你自己和教會的未來成為何等的樣子呢？ 

若你希望作出改變，更多付代價的來禱告，現在就是時候了，立時悔改、謙卑和誠實的向

神禱告吧，求神「新鮮的風、新鮮的火」能每天自由地在你生命中作工！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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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整 體體體 消消消 息息息    
 20/9(四)已舉行 2018-2019 年度第一次執事會議 (新舊執事聯席)，經互選各部執事

分工如下︰主席—林逸勉、文書—林楚儀、財政—劉素貞、崇拜—鍾漢強、拓展—杜
麗、栽培—麥家良及團契—陳玉娟。請為各執事之事奉祈禱。 

 7/10(日)已舉行執事就職禮，願主加靈賜力
予各執事，齊心事主，推展聖工。 

 20/10(六)上午 10:30 至傍晚 6:30 舉行
2018-19 年度工作計劃日，懇請弟兄姊妹切
切為各執事祈禱，求主賜同工及執事團隊有
從上主而來的智慧籌畫來年事工，更求主感
動弟兄姊妹同心協力，推展聖工，讓堂會成
為社區的燈台，福音基地。 

 28/10(日)下午 2:00-晚上 8:00 舉行計劃日
續會暨執事會議，是次靈修分享︰林逸勉執事。 

 11/11(日)中午 12:30-晚上 6:00 在彩明苑明道小學舉行事奉人員退修會，請所有事奉
人員預留時間出席，在主裡安歇和重新得力。 

 2018年度鮮花認獻表已張貼於禮堂招待處，請弟兄姊妹踴躍認獻，每份港幣一百元。 

 本港已進入風、雨季節，有關本堂活動在暴風、暴雨警報下之安排如下： 

一、 在活動舉行前兩小時內，若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報或 8 號烈風訊號，所有活動 
(包括崇拜)將予取消。 

二、 在活動舉行當日早上 8時或之後，若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報或 8號烈風訊號， 所
有戶外活動，將予取消。 

三、 在活動舉行當日早上 8時或之後，若天文台發出紅色暴雨警報或 3號烈風訊號， 所
有幼、少及耆年活動，將予取消。 

 2018年 10月至 2018 年 11月行事曆： 

14/10(日)崇拜後  全教會祈禱會 

20/10(六)10:30-18:30  2018-19 年度工作計劃日 

28/10(日)14:00-20:00  工作計劃日暨執事會議 

11/11(日)崇拜後  事奉人員退修日 

崇崇崇 拜拜拜 消消消 息息息       
 21/10(日)承蒙本會執行幹事陳惠賢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8/10(日)承蒙信義宗神學院羅永光博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11/11(日)承蒙本會永恩堂余笑霞教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戶外崇拜將於 2/12(日)於西貢北潭涌郊野公園舉行，車費每人 30 元。報名時請註明
燒烤還是野餐，午膳由各組自行安排（堂會會為報名者分組），14/10 開始可向霍教
師或堂務幹事(Jackey)報名，截止報名日期為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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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團團 契契契 消消消 息息息    
 全教會祈禱會每月第二主日崇拜後舉行，誠邀肢體踴躍出席，為堂會及肢體祈禱。 
 弟兄小組已於 23/9 舉行「吹水」，6人出席，28/10舉行「靈修」由麥家良執事負責。 
 家庭團契於 14/10(日)崇拜後舉行戶外野餐，內容︰享受大自然、詩歌分享，地點︰

單車公園。負責人︰葉秀雲團長。11/11(日)因舉行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會，團契暫
停一次。 

 迦勒團契已於 11/10(四)於香港科技大
學舉行戶外活動，各位長者盡興而回，
連同工共 11人出席。 

 Lady’s Talk 已於 22/9 舉行「尊貴女
子」查經聚會，是次連同工共 5 人出席，
大家有很多分享和得著。而 27/10(六)
晚上 7:00 將會學習默觀靈修，主題「心
靈相通」，由霍教師負責。 

栽栽栽 培培培 消消消 息息息    
 每月第一主日崇拜後舉行的「屬靈天地‧由靈開始」，10月份由部長麥家良執事介紹

「全年好」網上 App。提供多一個靈修料材予弟兄姊妹採用。另，本部已於書展購買
多本新書，歡迎弟兄姊妹借閱，請在設於禮堂一門外的圖書櫃自行借閱。 

 「句句金句背誦運動」已於 25/2 開始，每週背誦一節聖經，經文附印於每週禱文紙
的末端，誠邀弟兄姊妹參加，讓聖言常存心中，滋養靈命，活出信仰。 

 談天說地茶聚每月第一、三及四主日崇拜後均舉行，歡迎慕道及初信朋友參加。 
 祈禱鏈內容於主日下午以電郵發送給各肢體，並在團契部電話群組發放，鼓勵大家多

為身邊的人和事禱告。 
 秀茂坪婦女查經隔週三上午 10:30 舉行，10-11月聚會期︰31/10、14/11、28/11，歡

迎居住官塘區的姊妹參加。 

拓拓拓 展展展 消消消 息息息    
 社區佈道每月第一主日早上 9:30 舉行， 7/10(日) 連同工共有 4 位弟兄姊妹出隊，

下次出隊日期︰4/11(日)。積極鼓勵弟兄姊妹參與派福音單張，讓區內街坊知道教會
所在，能參加崇拜，認識福音。 

 2018-2019年度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已於 23/9(日)開課，並於當日舉行家長會，
今年 Awana 學生人數為 56人，請弟兄姊妹為 Awana 團隊的事奉禱告，求主加力。 

 堂社福音合作事工︰「真光 shine your life」於 10-12 月舉行，內容︰以工作坊、
出外體驗︰生命之旅、醫院探訪及親子活動；讓參加者認識基督教的「光」和「愛」。 

 社會服務部事工：隔年舉辦之「傳愛行動」將於 23/12(日)下午三至六時舉行。合辦
機構有：本會平安堂、聖保羅堂、靈安幼兒學校、健明幼兒學校、將軍澳幼稚園、尚
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和本堂。當日會租用開篷旅遊巴士在四個地點（尚德邨、將軍
澳鐵路站、調景嶺鐵路站和秀茂坪安達邨）作街頭表演和派發 1,000份禮物，為社區
傳遞愛和希望的訊息。本堂表演項目為｢讓愛走動｣唱歌表演。現招募弟兄姊妹參與表
演或派發禮物，請向霍教師報名。另，若得悉有大量禮物可以捐助，也請聯絡霍教師。 

總總總 辦辦辦 事事事 處處處 及及及 神神神 學學學 院院院 消消消 息息息    
 近年由於不同原因，例如：離婚或家庭成員離世，教會內出現破碎家庭的情況並不罕

見。弟兄姊妹如何與這些家庭同行，以恰當的言談或態度與他們共處？弟兄姊妹如何
維繫自己的婚姻，令家庭更加鞏固？為此，本會信徒培育部將舉辦「當我的家不再一
樣……」講座，並邀得資深婚姻及家庭治療師何王穎慧女士主講，盼藉此與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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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與破碎家庭同行的經驗。詳情如下： 
日期：10 月 26 日（五），時間：晚上 7:30-9:30，地點：信義樓五樓禮堂，內容：
講座、Q&A，對象：本會信徒，費用：每位 20元，名額：90 人（額滿即止），截止報
名：10 月 22日。如欲報名，請與教牧同工聯絡。 

 信義宗神學院將於 10 月 28 日(日)下午 3 時舉行步行籌款，籌款目標港幣二百萬元，
為學院校舍進行外牆翻新、修補及防漏等工程。當日的步行路線以大圍宣道會鄭榮之
中學為起點，並以信義宗神學院為終點，步行完畢後於下午 4:30 於明節堂舉行感恩
崇拜。參加詳情，請與教牧同工聯絡。 

 本會信徒培育部聖樂及禮儀工作小組將舉辦「崇拜讀經員訓練班」，詳情如下： 
日期：2018 年 11 月 6、13、20、27日（逢周二，共四堂），時間：晚上 7:30-9:00，
地點：信義樓五樓，導師：伍中恩教授，內容︰崇拜讀經的歷史與發展、誦讀技巧、
屬靈操練…，對象：本會崇拜讀經員及對讀經有興趣的事奉人員及信徒，費用：港幣
300 元正，名額：30 人（額滿即止），截止報名：10 月 30 日。查詢詳情及報名，請
與教牧同工聯絡。 

 本會經濟受託部冀能協助各堂會在管理教會工作及財務安排事宜上，能有更深入的瞭
解，因此特別舉辦兩堂有關堂會管理及理財講座，歡迎執事、信徒及會友參加，詳情
如下︰ 
日期︰23/11(五)及 3/12(五)，時間︰晚上:30-9:30，地點︰信義樓 5 樓，費用︰每
晚講座每人$20，截止報名日期︰2/11(五)。報名及查詢，請聯絡教牧同工。 

其其其 他他他 機機機 構構構 消消消 息息息    
 第 34屆基督教聯合書展定於 19-26/10 假尖沙咀街坊福利會舉行，主題為「閱讀馬拉

松」。展覽期間設有文化「講」場、音樂共賞、親子伴讀、手作市集…等活動。免費
入場，詳情請瀏覽網頁 christianbookfair.hk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第二十四屆培靈奮興大會將於 1-7/11 假座尖沙嘴浸信會舉行。
是次聚會為七場晚間培靈會，時間為晚上 7:30(會前祈禱會於 7:00 正舉行)，由羅祖
澄牧師主講，主題︰新人、新事、新動力(哥林多後書五章 17 節)，有關各場分題及
詳情，請閱宣傳海報。 

 2018 年 9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日     期 成人崇拜人數(受 餐) 兒童及青少年(受 餐) 總  人  數 

02/09 57 5 62 

09/09 65(58) 7(3) 72(61) 

16/09 0 0 0 

23/09 65(56) 46(5) 111(61) 

30/09 60 47 107 

*因颱風山竹襲港，16/9(日)崇拜及各項活動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