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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偉昌牧師 
      

        轉眼間，廿一世紀已過了二十年！站在當下 2020 年回看，真的

是世界變！至少，香港社會已經與大半年前不一樣了。 

 

社會變更，教會也當變革，我們上年剛好推出「網絡教會」的理

念，由以「網世界迷羊 建基督教會」為綱領，使到教會能對社會應變

自如、靈活走位。教會發展不因社會運動而出現挫折，實在是莫大的

感恩，不但如此，社會的改變更激發我們夢想，思考教會該當如何理

順轉型之路，以迎合社會改變的契機和教會發展的機遇。 

 

當然，我們許下願望是容易的，但落實起來卻不是件容易事，特

別是教會的夢想有別於個人的夢想，教會的夢想是屬於群體的，即不

是一個人的願望，也不會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願望。如果個人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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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個人的委身才可以貼近目標，那麼教會的未來也同樣需要群體的

委身才可以予以追求，否則追夢難成，反受其害。有幸的是，教會在

去年展開各樣事工，都得到教會弟兄姊妹都支持，在能力所及的地方

都盡力而為，所以我們見到有新朋友到訪教會活動，大家也多來崇

拜，彷彿沒有受到社會運動絲毫的影響，望著建立教會的目標齊心協

力。我們在籌款遷堂一事，也顯出弟兄姊妹對教會的愛護，在很短時

間內已收到超越 70%的款項，真的彷如聖經說：「我也甘心樂意為你

們的靈魂費財費力。」（哥林多後書 12:15） 

 

在今年 2020，教會又要辛苦弟兄姊妹，大家將要經歷賣舊堂、暫

借別堂聚會、和購置新堂等各樣適應，當下雖是年頭，但要在年尾時

完成所有遷堂程序，真的是深具挑戰，唯望我們仰望主恩，非勢力、

非才能、靠賴我們救主的靈成事！我們在上帝恩下經歷了動盪的一

年，深信主恩夠用，那就讓我們同心邁向計劃發展，一起「網世界迷

羊 建基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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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 
 

1. 喜樂組將於 26/1(日)上午 10:00 聚會。 

2. 信義報(266 期)經已出版，各弟兄姊妹可到司事枱領取。另外，海外 

宣教部代禱信(1 月)已章貼於大報告板。  

3. 本堂活動消息： 

日期 活動/聚會 

19/1(日) 賀年禪繞畫班 

時間 : 下午 2:00-4:00 

地點 : 信義會長沙灣堂 

導師 : 陳雅兒姊妹 

費用 : $20 

 

4. 19/1(主日)舉行事奉人員就職禮。 

執事 

 

 

 

崇拜 

主禮：劉偉邦、吳靈鳳、倪梓峰、吳靈芝 

司琴：黃展曦、林慧明、葉愷珊 

                   讀經：李寶琪、盧佩君、尹琬淇(Obi)、蔡玉雯、倪梓峰、 

黃莉雅 

                   插花：陳淑芬、馬偉基、蕭麗雲、黃藝、盧佩君     

    團契                  

Go 得羊團導師 :     歐偉昌牧師 

成青小組組長   :    李寶琪 

喜樂組 :                  廖佩兒(聯絡) 

 

兒童主日學  

                    導師 : 盧佩君、蕭麗雲、馬偉基 

主席 :        蕭麗雲  會計 :     蔡玉雯 

副主席 :    劉偉邦      司庫 :     林慧明 

文書 :        陳叔芬  總務 :     廖佩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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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8 年 10 月至 12 月及 2019 年 10 月至 12 月平均主日崇拜出席 

  人數如下: 

 10 月至 12 月/2018 年 10 月至 12 月/2019 年 

成人 22 人 22 人 

青少年 7 人 8 人 

總數 29 人 30 人 

 

6.信義總會消息：詳情請參閱報告板 

日期 活動/聚會 

7/2(五) 信徒培育部舉辦「主啊！容我與佢同行」講座 

時間：晚上 7:00-9:00 

地點：信義樓五樓禮堂（九龍窩打老道 50 號 A） 

講員：羅秀賢博士（興學證基協會基督教優質家庭 

教育中心主任） 

對象：本會家長信徒 

名額：80 人 

截止日期: 3/2 

收費：港幣 50 元 

8/2-9/2 

(六至日) 

信義宗神學院將舉辦獻身營 

地點 : 信義宗神學院（沙田道風山路 50 號） 

主題 : 當下・委身・召命 

內容 : 專題講座、蒙召見證、教授約談、課程介紹、 

院舍參觀、小組分享 

費用 :  港幣 100 元正 

查詢 :  2691 1520 劉先生 

報名 :  https://forms.gle/FqKtFv857rRpd6A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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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聚會 

1/5/2020 

(五) 

公眾假期 

 

信義會總會將於 1/5 召開 

2020 年會員大會與代表大會(代表大會本堂之信徒

代表為傅冠群弟兄)，鼓勵弟兄姊妹報名參加會員

大會。  

時間 : 上午 9:00-下午 5:00 

地點 : 九龍信義中學禮堂 

會費 : $10  

午餐 : 下午 12:30-1:30，餐費 : 每位 50 元， 

截止 : 26/2 

8 月出發 

(為期半年) 

2020-2021 年 CONNECT 計劃， 

挪威學員交流，計劃詳情如下： 

地點：挪威 

名額：兩名 

參加者資格：a) 受洗兩年或以上；     

b) 18 至 25 歲； 

c) 高中畢業；          

d) 英文能力良好（口語及書寫） 

計劃內容  ：  a) 出發前，參加預備課程 

b) 到達挪威後，參加 HALD 

International Centre 的學習；之後， 

在教會或機構實習半年 

回港後，參與本會的義務服侍一年 

費用：全免，所有支出由主辦單位承擔 

報名方法：填妥報名表（以英文書寫），連同個 

人得救見證（300-500 字）及教牧推薦 

信，寄 / 交油麻地窩打老道 50A 信義樓 

四樓「信徒培育部 CONNECT 計劃」收 

截止日期   ：31/1 

面試日期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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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小組活動 

 

日期/時間 主題/活動 

Go 得羊團 

2 月 2,  9, 16, 23 日 

(禮拜日下午 2:00) 

 

 

成青小組  

個別通知 

     

喜樂組  

2 月 9 日及 23 日 

(第二及第四個禮拜日上午 10:00) 

 

 

 

代禱事項: 

 

為香港祈禱 : 

1. 為到武漢爆發冠狀病毒導致的肺炎禱告，求主喚醒民眾注意衛生和

病毒的傳播，又叫政府能公開資訊，妥善處理病毒問題，特別在春

運鄰近，求主提高民眾的意識和政府的管理，解決病毒的困擾；我

們為到香港的問題繼續禱告，求主使政治問題能政治解決；又為到

那些在運動中心身受創的人祈禱，求主醫治他們，叫他們蒙你的真

光光照，走出黑暗或悲觀的情緒。 

 

為世界祈禱﹕ 

1. 為到中美貿易戰能順利簽署第一階段協議感恩，求主叫國家把握改

革的契機，為再開放改革添上更完備的體制，讓法制、產權、和民

權都能得到有效的保障，貿易能自由進行，使經濟發展，民生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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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會祈禱﹕ 

1. 為到教會的遷堂計劃禱告，感謝主感動弟兄姊妹的心，讓大家盡力 

支持，求主叫我們能一直為教會發展禱告，叫我們的靈命得以成

長、教會人數得以增加、遷堂計劃和各樣事工得以落實；為到今日

的禪繞畫班禱告，求主幫助新朋友的到來，助他們適應教會生活。 

 

為肢體祈禱﹕ 

 1. 為到患病的肢體禱告，求主顧念他們，使他們早日痊癒；為到在工

作上不順心的教友禱告，求主開導他們的心，為他們指引前路；為

到 2020 年的開首，求主教我們怎樣數算祢的恩典，好叫我們得著

智慧的心，與恩典同行。 

 

2. 為到自己所關心的人和事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