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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道會屯門堂 宣教代禱 2023 年 1月	

 
 

祝各位新年蒙主恩．身心靈安康！                            游淑儀牧師（本堂堂主任） 
感謝從歲首到年終看顧我們的主！讓我們踏入 2023 新的一年！香港經歷了足足三年的疫情，為

了重振經濟，各方面都在努力復常！願我們作為基督徒，也要靠主得力邁步向前！ 

感恩回顧 2022 年的社區和平計劃（簡稱 CPP）最後在聖誕主日一片歡樂中告一段落，屈指一

算共 16 活動及服侍蒙主恩完成！感謝會眾的參與和事奉！藉上月及本月家書讓我們回味一些珍貴時

刻！數算主恩！ 
 

CPP【當長患遇上漫疫】講座的回應                       	

最印象深刻的是耀基醫生曾說：「既然神係安

慰人嘅神，如果基督徒唔懂得釋放負面情緒，唔知神

安慰咗啲咩呢？！」這讓我反思到負面情緒不可怕。

只要懂得將它們帶到神面前，向神傾心吐意 ，有碗

話碗，有碟話碟，就能經歷到神的安慰，體會到信仰

的真實。                                          

～王潔儀 
 

我突然又記起一幕片段，好深刻，就是講座中引用電影「反轉腦朋友」，阿樂想阻止小女孩真

實面對自己內心的感受，當她決定要把真實的感受說出，快要陷入痛苦的情緒時，阿愁勇敢地出手

阻止阿樂的阻止，於是小女孩便真誠地說出她的真實情感，她之所以不快樂，因為她想起未搬屋前

那段快樂的生活時光，有爸媽陪伴，有朋友，有歡樂，有笑聲，小女孩傷心地哭了。她告訴爸媽，

她多麽想念從前快樂的日子，她的爸媽也說出他們心中的感受。最後大家都能坦然地彼此接納，體

諒和安慰。他們也找到問題的根源，一家人快樂地擁在一起！這時，鏡頭轉到阿愁處，我見到阿

愁，笑了，阿愁笑着望住阿樂，這時的阿樂卻面容愁愁的，没有了笑容。這是我感到很深刻的一

幕。 

什麼可以使阿愁轉為樂？ 

阿樂轉為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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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是那股勇氣吧！ 

有時誠實地面對真正的自己，確實需要一股勇氣！                                                                                                    

～劉美英 
 

最深刻的事就是耀基醫生說：「當人遇到不開心

的時候，是應該把不開心的事情表達及說出來的，讓情

緒得以釋放。但不開心的事情，盡量不要維持太久。」 

我用了這方法安慰了遇到有不開心的人，都得到果

效。特別是基督徒，我們應把憂慮卸給神，用盼望的心 

去面對一切的苦難。                      ～薩美美 

 

CPP【屯門 54 區行區祈禱】 

4/12下午參加教會屯門 54區祈禱，一共去了 3

個站，欣田邨，箐田邨，和田邨都是公共屋邨共有

21 座，附近還有 Novo Land 私人樓。環境優美，

看見很大的禾場，要收的莊稼多，祈禱主的愛臨

到這地區，這裏冇教會。求神藉我們使更多人得

福，讓心靈貧窮的人遇到耶穌，擺上禱告！                                    

～馬寶瓊 
 

感謝主🙏當天

賜下雲柱給我們，與我們同行。 
欣寶路這條道路對我來說是提醒自己要常感恩的路，因為今年 7月 1

日當日打風下大雨，我要帶女兒去欣田邨補習，之後我回家途徑欣寶路收

到群組消息 Carrie 姊妹已經安息。我當時為姊妹感恩，感謝主帶她回天

家，不再受地上病魔折磨，我沿途唱《平安》這首詩歌送別姊妹，就算世

界刮著狂風暴雨，我心仍是穩妥安舒，無論前路灰暗，憂傷困倦，祢讓我

站穩磐石之處。約翰福音 14:27「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

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欣寶路是感恩的道路，感謝主🙏帶領教會爲 54 區街坊祈禱傳福音。                                                                           

～譚智珩 
沿途有巴士經和田邨、菁田邨、欣田邨，途經景峰站 

 

12/12 週一差傳祈禱組再舉行 54 區行區祈禱，今早

天氣雖寒冷，但弟兄姊妹行區的心是温暖的，特别是見到很

久没見的玲玲姊妹出現，大家都非常開心。去欣田邨的路上，

遇見家强牧師，大家拍照留念。感恩在欣田邨唱詩時，有多

位街坊主動停下聽；有姊妹送上單張介紹，邀請參加教會的

聖誕活動；又有一位姊妹表示一家都是基督徒，也有男街坊

向 Simon弟兄了解；還有三位婆婆由欣田邨跟住大家行到欣

寶路，願主祝福她們！今次行區禱告，大部份都是第一次參加，

覺得好特别，大家經歷天父奇妙恩典，有美好領受和體會，並

希望下次再行 54區祈禱及派單張傳福音。願天父垂聽眾人的禱

告！祝福 54區的居民，蒙主保守，得聞福音，接受救恩！阿們！

💖💞💝🙏💒 

與各位分享點滴，能同行是恩典！              ～陳萌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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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聖誕市集展繽紛】 

感謝神！12 月 25日聖誕主日下

午屯宣聯合多個營商宣教及社會

服務單位：SAWAfrica、伍濤基金

會、小意偲、家啡、手晴家，合

辦【聖誕市集展繽紛】。 
 

當日內容真是繽紛！包括有

才藝匯演、宣教義賣、免費工作

坊、青年共享空間。以「社康體

檢、免費剪髮、淺嘗咖啡、園藝

欣賞、海味小食、宣教義賣、和

諧粉彩、園藝欣賞、親子扭波、

親子蠟燭、親子繪本、愛心祝

福」等攤位舉行。 
 

教會的禮堂也同時舉行才藝匯演：粤曲演唱、中樂演奏、魔術表演和讚美操。 
 

欣賞眾多弟兄姊妹當天美好的服侍！在天父恩賜風和日麗的天氣下與眾同樂！當日估計超過五

百人流！難忘是眾多弟兄姊妹各就各位、盡心盡力服侍！參與的都樂在其中！就如其中在禮堂門外

作接待的弟兄站了一個下午，他謙卑分享：「這是我能力所及，為主而作服侍人！」 
 

親子扭波攤位小組分享 

25/12/2022特別的星期日，耶穌誕生為要賜人恩與福！ 
 

有幸於這天承接一親子活動。以 Ivy 姐姐為首，帶領我們去服侍教會內、外的家長、小孩！ 

在籌備這個活動前，所有細節內容、人手安排以及參加者人數等仍存著不確定性，加上缺乏經驗，

又擔心臨近聖誕，物資供應有限！當一切落實後，我們馬上展開隊員培訓，原定由最初預備在工作

坊教的是「簡易版」聖誕老人手棒；更考慮年幼的小朋友參加，Ivy 姐姐亦預備了「極簡易版」聖

誕帽；並同心合力預早一天安排一批聖誕老人手棒及狗狗作紀念品派發作多手準備，希望每一位蒞

臨參加工作坊的小朋友除了帶著聖誕帽子外，也帶著一份歡樂回家！在緊張而興奮及眾多未知數

下，市集活動最終展開了。  
 

猜不到參加者比預期為多，最尾兩場完全爆滿，甚或加座！感恩的是，整個過程比想像中𣈱

順！時間轉瞬即逝，雖然忙過不停，但內在的滿足感卻是豐豐實實， 

非筆墨能形容！ 

看見他們帶著自己親手製作的大帽子， 

一片紅白色的氣球在晃動， 

真的好有節日氣氛呵～ 
 

在這次活動中，不但能以「扭汽球」

來服待街坊，也能享受團隊合作的愉

快、好欣賞每一位組員認真的態度, 體

會到團結的強大，及互相的補足！更讓

我們一同經歷上帝，只要我們做好所有的

準備，剩下的就交給上帝，去享受為教

會，為街坊的服待！實在是何等的福氣！ 
 

“We do the best,  

God will do the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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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CPP 花絮還有…… 

大家都很享受 3 次教堂行！ 

謝謝美玲完成三團領隊！😍 

  

 
 

謝謝杰輝弟兄分享 

【教會在社區關懷上的抉擇與轉化】

網上講座 

在本堂 YouTube頻道播放

https://youtu.be/vDyCY015010 

歡迎重溫及推介給有需要人士！ 

 

感謝弟兄姊妹踴躍參與 

【冷帽-聖誕愛心送暖】 

收到弟兄姊妹親手編織或購買的新冷帽 

十分溫暖！於聖誕期間送贈予景峰區 

護老院院友作聖誕禮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消息及代禱】報告詳情可查閱每週程序表、網頁報告或聯絡區牧。請代禱記念！	

1. 【領袖團隊訓練】於 1 月 8日（主日）下午 3:00至 8:30 在突破青年村舉行。求主保守帶領！ 

2.【青年崇拜】由 1 月 7日_晚崇 2崇拜改為下午 3:30舉行，小組時間為下午 5:00。歡迎中學生或

大專生參加！ 

3. 【新春主日_聯合聖餐崇拜】22/1（主日、年初一）早上 10:00-11:15；21/1（週六、年三十）晚

堂取消；崇拜後設有【抺油祈禱】；【二胡獨奏音樂會】崇拜後 20分鐘舉行（音樂會約半小

時）。 

4.【Fit 到飛（Faith）起】—社康體檢服侍提供「健康小貼士」講解，歡迎街坊參加！ 

逢禮拜五早上 10:30-11:30舉行（「愛禱會」當週暫停一次）。 

5. 【恩癒同路】【路得賢薈】【彩虹天地】【同行彩虹路】【全新的您】分別支援癌症及長期病

患者、單親婦女、精神病/情緒病患者及家人、受賭博債務困擾人士及家人，請參閱本堂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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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的疫情能普遍受控，求主保守市民的生活及經濟發展；眾教會在各區有力作見證！ 
2.  香港宣道差會-記念柬埔寨金邊校舍第一期工程順利，保守工程的進程，以及宣教團隊的跟進；記念準備開展

工程：黃金閣『美』教會堂址及學校校舍；求主按祂的心意帶領錦田『退修中心』和荃灣老圍『宣教士宿
舍』的興建進程，並預備和供應相關項目所需的人才和資源。 

3.  本地跨文化事工-屯元天印尼關愛事工-感謝主的預備！已租用固定的地方聚會。 
泰人恩福堂/泰人恩福服務中心-2023 年泰人恩福堂全年計劃，主題：祈禱乃是勝利的祝福；目標：聯合力量 
專注禱告。 

屯宣每月宣教代禱 2023.1 

【屯宣‧香港‧世界代禱】 

【差傳代禱】	

資料來源：「香港宣道差會」代禱消息	‧	經編修 
 

跪㆘禱告•起來作工 

世界	
1. 求主記念在烏克蘭的平民百姓，賜他們平安；安慰那些失去家人的家庭！  
2.  英國-為張牧師加入南倫敦宣道會服事禱告；布萊頓宣道會-求神預備能用英語教導少年人的主日學導師；為在

副堂設立崇拜直播禱告，以預備地方給一批將到英的家庭。  
3.  西印度洋-留尼旺基督教華僑教會 / 基督教華僑中心-因著法國政府對宗教團體的財務條例有所更改，由 2023

年開始，要求呈交會計師核數報告（過往是不需要的），並在 6 月前需要呈交過去 3 年的財務報告。到目前為
止，仍未聯絡上合適的會計師，時間上有點緊張，求主幫助！ 
醫療事工-求主賜我們有智慧做華人工作，去關心華人的屬靈狀況。為我們辦理宣教士簽證延期。預備文件眾
多，申請程序複雜，求主幫助！ 

4.  非洲-記念烏干達正受伊波拉疫情影響，現擴展至九個地區（錄得 141 個案，55 人死），其中兩個地區在過去
21 日內沒有新個案，已解封。求主止息病毒的蔓延，求主醫治患病的人。但按世衞標準，連續 42 天沒有新增
確診病例，才可以宣告伊波拉疫情結束。 

5.  南美巴西-華人事工-為恩約福音教會遷堂禱告，在裝修和搬遷的過程，求神保守各樣的運作暢順；在各樣的支
出，也求神供應一切所需，而最重要是弟兄姊妹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6. 德國-求主預備並差遣更多合適工人早日能前往德國開拓教會，服侍未得之民。 
思言家庭-求天父帶領中東群體的福音事工；思言開始德文 B2 課程，求天父加添智慧，心力完成每天課程、溫
習！ 

	
東南亞	
1. 泰國-宣道會宣愛堂/愛倍語言資源中心-今年教會的發展方向禱告，求主使用我們所計劃的，讓弟兄姊妹得到造

就，同心興旺福音。特別群體-為基金會及語言學校在年底需做各樣的總結報告，求主帶領作檢討及展望。 
記念泰南 Peter-為籌劃今年暑假各個訪宣行程，為著各方面的溝通、協調有默契，以及論文進度代禱，盼望有
更好的靈感與專注力。 

2. 柬埔寨-HRDI 同工正忙於預備搬遷及有關文件、及新學年招生，求主保守團隊合作和身心健康，最近不少同工
及家人病倒。 
教育事工-在疫情與移民潮等因素影響下，奉獻大減，為我們的事工做成不少壓力，甚至限制。 

3. 日本-剛在 11 月舉行的總會中，感恩在大學事工以外，日本工場還有很多新嘗試去開拓福音之門。求主繼續帶
領日本工場，各樣事工有清晰的焦點，建立有力的基督徒群體，協助完成大使命。 
並記念家祺牧師一家-在雞蛋仔店/兒童食堂的服侍。 

	

澳門	

1. 宣道會氹仔堂-為主日學要加增一班給初中少年人禱告，為人手（找到委身合適的老師）、為教材。很為這事
發愁，求神賜一顆交託的心。 

477 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