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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堂慶崇拜程序 2018年7月1日

主席 司琴、敬拜 祝福、報告

梁偉佳牧師 黎美善姊妹、聯合敬拜組 董美琴牧師

宣召 --------------《希伯來書》八 10 --------------- 主席 眾立

主又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

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

們要作我的子民。

敬拜讚美 ----------------〈此生屬主〉----------------- 聯合詩班 眾立

回應 ---------------《尼希米記》一 5 --------------- 主席 眾立

耶和華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愛你、守你誡命的人守

約施慈愛。

敬拜讚美 ----------------〈天地呼應〉----------------- 聯合敬拜組 眾坐

---------------〈以色列的聖者〉---------------

----------------〈萬有都歸祢〉----------------

----------------〈滿有能力〉-----------------

讚美祈禱 ------------------------------------------- 主席 眾坐

啟應經文 --------------《羅馬書》三 23 - 26 ------------ 主席 眾坐

啟：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應：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   

           稱義。

啟：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

           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

           時所犯的罪，

應：    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

           信耶穌的人為義。

cwc_x_sswc_2018_anniversary_program_booklet_v05_final.indd   2 19/6/18   1:10 am



3

主席 司琴、敬拜 祝福、報告

梁偉佳牧師 黎美善姊妹、聯合敬拜組 董美琴牧師

認信 ----------------〈使徒信經〉----------------- 主席 眾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

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感恩呈獻 ----------------〈是衪甘願〉----------------- 聯合詩班 眾坐

讀經 -------------《尼希米記》八 1 - 18 ------------ 主席 眾坐

講道 -------------「這是耶和華的日子」------------- 馮浩鎏牧師 眾坐

奉獻 ----------------〈獻己於主〉----------------- 主席 眾坐

奉獻祈禱 ------------------------------------------- 主席 眾坐

差遣 ----------------〈薪火永傳〉-----------------
聯合詩班、

聯合敬拜組
眾立

祝福 ------------------------------------------- 董美琴牧師 眾立

家事報告

及代禱
------------------------------------------- 董美琴牧師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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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記》八 1 - 18

1 到了七月，以色列 人住在自己的城裏。那時，他們如同一人聚集在 水門 前的

寬闊處，請文士 以斯拉 將耶和華藉 摩西 傳給 以色列 人的律法書帶來。 2 七月

初一日，祭司 以斯拉 將律法書帶到聽了能明白的男女會眾面前。3 在 水門 前的

寬闊處，從清早到晌午，在眾男女、一切聽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讀這律法書。眾

民側耳而聽。 4 文士 以斯拉 站在為這事特備的木臺上。瑪他提雅、示瑪、亞奈

雅、烏利亞、希勒家，和 瑪西雅 站在他的右邊；毗大雅、米沙利、瑪基雅、哈

順、哈拔大拿、撒迦利亞，和 米書蘭 站在他的左邊。 5 以斯拉 站在眾民以上，

在眾民眼前展開這書。他一展開，眾民就都站起來。6 以斯拉 稱頌耶和華至大的

神；眾民都舉手應聲說：「阿們！阿們！」就低頭，面伏於地，敬拜耶和華。 7 

耶書亞、巴尼、示利比、雅憫、亞谷、沙比太、荷第雅、瑪西雅、基利他、亞撒

利雅、約撒拔、哈難、毗萊雅，和  利未 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

地方。8 他們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書，講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9 省長 尼希米 和作祭司的文士 以斯拉，並教訓百姓的 利未 人，對眾民說：「今

日是耶和華－你們神的聖日，不要悲哀哭泣。」這是因為眾民聽見律法書上的話

都哭了；10 又對他們說：「你們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預備的就分給

他，因為今日是我們主的聖日。你們不要憂愁，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

力量。」11 於是 利未 人使眾民靜默，說：「今日是聖日；不要作聲，也不要憂

愁。」12 眾民都去吃喝，也分給人，大大快樂，因為他們明白所教訓他們的話。

13 次日，眾民的族長、祭司，和 利未 人都聚集到文士 以斯拉 那裏，要留心聽

律法上的話。 14 他們見律法上寫着，耶和華藉 摩西 吩咐 以色列 人要在七月節

住棚， 15 並要在各城和 耶路撒冷 宣傳報告說：「你們當上山，將橄欖樹、野橄

欖樹、番石榴樹、棕樹，和各樣茂密樹的枝子取來，照着所寫的搭棚。」16 於是

百姓出去，取了樹枝來，各人在自己的房頂上，或院內，或神殿的院內，或 水門 

的寬闊處，或 以法蓮門 的寬闊處搭棚。 17 從擄到之地歸回的全會眾就搭棚，住

在棚裏。從 嫩 的兒子 約書亞 的時候直到這日，以色列 人沒有這樣行。於是眾

人大大喜樂。18 從頭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 每日念神的律法書。眾人守節七

日，第八日照例有嚴肅會。”

講道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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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堂慶特刋｜牧者感言

董美琴 牧師

感謝神！柴灣堂在柴灣走過三十年的日子。當

日，在1988年開堂的時候，柴灣只有六間教會，

而我們成為第七間教會。至今，在柴灣的教會已達

二十幾間。今天，我們主日崇拜聚會人數約共四百

人，但若我們問問自己，柴灣沒有了柴灣堂有何影

響、有何不一樣？

感謝神！柴灣堂在這三十年的日子，有了你。我雖然

是灣仔堂會友，但並不是被差來植堂的，因我正在讀

神學。1989年畢業後，就「順理成章」地與弟兄姊妹

在柴灣同心合意興旺福音。弟兄姊妹，柴灣堂
今天有了你，有甚麼不一樣？讓我們興起

成為一支大能的精兵，建立天國在柴灣。讓我們

因著有寶貝（救恩）放在我們裡面「顯出神莫大的能

力」，叫更多柴灣居民因我們得著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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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兆祥 牧師

1996年進入柴灣堂，年半後寫下了名為「一入柴門深似海」這封面文章！當年寫下「歸入柴

府門下，柴門之興衰榮辱，莫不憂戚與共。……余雖非長袖善舞之輩，仍願為柴府薄盡綿力，

與各人同喜同憂，承擔所托。」

那知一年後1998年便授命開植小西灣堂，為回應上主救贖之恩，柴堂知遇之情，一班植堂弟兄姊妹之

心，不敢怠忽職守，戰戰兢兢地事奉。廿年來小西灣堂在上主的恩祐中，漸次成長，未算壯

大，但也能獨樹一幟。自己也已屆知天命之年，步向順耳。接棒有時，交棒有時，各按其時成為
美好。也許...

也許事奉有時真太累，

也許，也許，我要退一退，

那麼叫執事不要囉唆，

堂委不吵，組長也不鬧，

不許文件撫上我的面，

不許資訊開我的眼簾。

願主撐一傘庇蔭我睡。

聯合堂慶特刋｜牧者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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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的約、薪火相傳

馮浩鎏 牧師

1987年的一個主日下午，在灣仔堂一個小小的副堂，擁擠了一群年輕的小夥子，沒有其他，只想著一

件事，就是曾經是難民湧至的柴灣，幾十萬人口，大部分低收入家庭，沒有機會聽聞福音的好處。憑
著對神單純的信心，柴灣堂在1988年正式誕生。

回顧三十載，想到神是立約的神，他的恩典湧流，想到他的子民，柴灣堂，小西灣堂的弟兄姊妹，薪

火相傳，我們從神領受的使命，沒有遺忘。

恩典的約 - 神賜立足之地
出 6：4「我與他們堅定所立的約，要把他們寄居的迦南地賜給他們。」

神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也賜以色列民地土，讓他們有自己的地方。神賜柴灣堂新翠花園幼兒園，雖

然地方不大，但每主日我們能夠欣然敬拜。神在1998年賜給我們青年會小西灣會所作為小西灣堂的堂

址。及至2013年，柴灣堂搬進東貿廣場。神一直賜福我們，堅定他所立的約。

回顧三十載，心中無限感恩。

萬民的約 - 神賜福音使命
賽42：6「我耶和華憑公義召你，必攙扶你的手，保守你，

立你作人民的約，作列國的光...... 8 我是耶和華，這是

我的名。我必不將我的榮耀歸給假神。」 

神與他的僕人立約，同時神也立他的僕人，作萬民的

約，列國的光。我們代表神，述說他的公義，宣揚他

的憐憫，傳揚基督的福音，在柴灣破碎的群體中，帶

來盼望的信息。我們也不遺忘，神所賜的福音使命，

薪火相傳，「從這代到那代，我們述說神的大能與

榮耀。」(詩篇 145：4)。

前瞻三十載，心中無限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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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堂慶特刋｜牧者感言

回顧與展望

陳偉文 
牧師

1997年1月1日加入柴灣堂這個大家庭，

轉眼間已過了廿一年啦！期間經歷過高低起

跌、人事變遷，但也經歷了那位帶領著教會的

元首主耶穌基督，祂施恩的手如何建立我們、使用

我們！在卅年前，未能見證柴灣堂的誕生，但在廿年

前親眼看見第一間分堂小西灣堂的出現，實在感到萬二

分欣慰；此刻，柴灣堂正準備迎接第二間分堂的出現，正等

待著上帝賜給我們第二份禮物！因為，教會存在的目的
就是要見證基督！

回顧過去在柴灣堂的事奉，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服侍是多年在萬年青區

的牧養工作，由一個萬年青組發展到三個萬年青小組。期間，陪伴著他

們由六七十歲走到八九十歲，由未信到洗禮，由洗禮到安息禮拜。箇中的

滋味有甜有苦，但最要緊的是上帝的愛在我們中間，在小組

中、在探訪中、在旅行中，我們一同成長、委身相愛！

另一個令我引以為傲的地方，就是柴灣堂的同工與領袖們熱切期盼弟兄姊

妹的生命更新！所以，教會建構了一個培訓藍圖，由101到501的課程系

統，幫助初信慕道者成長，幫助洗禮者繼續學習，幫助資深教友及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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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斷追求！感謝上帝，我們看見在這幾年間的新洗禮

者、弟兄姊妹及事奉者認真地報讀課程，一起學習、一

起成長！

最後，在展望未來的日子，柴灣堂要成為一間銳意門

徒訓練的教會，因為我們的使命宣言是：「我們
植根柴灣，訓練門徒，走進人群，建
立基督的身體。」但願每一個在柴灣堂聚會

的弟兄姊妹，不只是口裏認耶穌為救主，更是心裡

相信耶穌是生命的主，讓基督管理生命；不只是來

作信徒，單單聽道，更是去作門徒，遵行主道。

在提摩太後書 2：1－2 中鼓勵我們：「我兒啊，你要

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

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在卅年前有一班弟兄姊妹由灣仔堂來到柴灣植堂，在廿

年前有一班弟兄姊妹由柴灣堂去到小西灣植堂；在不久將

來，也會有一班弟兄姊妹由我們中間出去。我們要薪火相

傳，因為這就是我們從主所領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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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堂慶特刋｜牧者感言

梁偉佳 
牧師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

在我裡面的，也要稱頌他的聖名！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

記他的一切恩惠！」(詩篇 103：1 - 2)

從柴灣堂到小西灣植堂，不經不覺原來已

有二十年的日子，回望過去，總是恩
典。

記得在二十年前來到小西灣參與植堂事工，當時的我們

大都沒有怎樣的植堂經驗與策略，但各人卻獻上了自己微

小的力量，同心去學習倚靠上帝的帶領與供應。在

天父的護蔭下，雖然我們手上只有五餅二魚，但主卻親自成就了

祂的美事，叫教會一步一步的茁壯成長。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

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詩篇 127：1)

感謝上帝，讓我能在柴灣堂與小西灣堂中成長與事奉；在此祝願兩堂能

繼續薪火相傳，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能忠心將生命的道

表明出來，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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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文 牧師
以色列的歷史中，關於興建聖殿的有兩段時間：所羅門聖

殿；及被擄回歸重建的聖殿。《哈該書》與重建聖殿有

關，耶和華問：「這百姓說，建造耶和華殿的時候尚未

來到。」（哈該書 1：2）事實上，重建聖殿早在這問

題之前十八年已經開始了（主前538年），並且有很

多資源可用（以斯拉記 1：9-11；2：64 - 69），到

哈該先知時候（主前 520 年）仍未完成。故上帝藉

先知問：「這殿仍然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

屋嗎？」（哈該書 1：4）

所羅門建聖殿花了7年建成；被擄回歸重建聖殿花了約

22年。在時間上，重建聖殿比所羅門聖殿長超過三倍。

耶穌基督復活升天到現在已經1980多年了，上帝在世人心

中的聖殿還未完成。

柴灣堂和小西灣堂只是上帝在地上無數教會的其中兩間，在

時間的長廊裡，也只有短短的30年和20年，但上帝使用

我們成為祂的見證，把人帶到耶穌基督面前，

是恩典！

願上帝的能力和弟兄姊妹的擺上，同心建立上
帝所愛的教會，以致上帝不會責問我們「這

殿仍然荒涼」，而是「對萬民作見證、
然後末期纔來到」（太 24：1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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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堂慶特刋｜柴灣堂點滴分享

麥浩倫 宣教師
感謝主，讓我有幸經歷「柴小柴」的教會生活，

柴灣堂是我接觸信仰的地方，小西灣堂是上帝抓

我回來的地方，現在柴灣堂成為我服侍主的地

方。感謝主透過這兩間堂會讓我學到要「回歸原

點」：歸回創造我的造物主身邊，一生事奉祂！

梁鳳芯 宣教師
感謝上主帶領我們走過30年，今年主題

是：改變我，但願我們藉祂所賜下的聖

言，不被這世界所同化，也被祂的聖道更

新，選擇蒙祂悅納的人生路。誠心所願。

廖愛霖 宣教師
感謝神能與眾肢體一同邁步進入柴灣堂30

週年，祈願我們在主裡確立使命，一生忠

心跟隨主，成為主所喜悅的門徒！

葉永傑 宣教師
在柴灣堂事奉已踏入第六年，感恩在這期間，

看到青年生命的改變、成長、委身，這都是

上帝的工作！盼望柴灣的教會是興起門徒的教

會，好得著這世代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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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富超 堂會主席
在恩典中成長的柴灣堂

為福音　柴灣扎根三十載

經歷愛　幼稚園內證主恩

神豐盛　東貿廣場建教會

大使命　門徒傳承每一代

郭廣輝 執事
我祈求主賜更多的新朋友，會

友有佈道，查經，醫治心靈的大

能。使每條柴都火光熊熊，互相

燃點。

楊美珍 執事
同行三十載，一起上過高山亦

走過低谷，未來願能繼續同心

同行，為主作工！

關寶煇 執事 
柴堂蒙主恩領三十年，主恩滿

溢，求主繼續恩領植堂探索，興

起更多火熱的領袖，特別是年青

的一群，同心為主擺上，薪火相

傳!

張志聖 執事
「柴灣堂」既有這許多的見證

人，過去30年如同雲彩圍著我

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

去容易纏累「柴灣堂」的罪，

存 心 忍 耐 ， 奔 那 擺 在 「 柴 灣

堂」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柴

灣堂」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阿們！（參希伯來書 12：1－2）

陳福華 執事
迦勒的榜樣 

經過30年在柴灣堂的事奉，求

神繼續加能賜力，使我們和眾

弟兄姊妹，在開始時的力量如

何，現在還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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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堂慶特刋｜柴灣堂點滴分享

女萬年青
神恩浩大，恩典永存，直到年老，祂仍保抱，直

到髮白，祂仍懷搋，一同學習，遵守法度，愛神

愛人，見証基督！

朝陽雅座
小組生活如家一般的溫暖，彼此分享分擔

代求，互相激勵在真道上成長，團結互

愛，亦樂意接待新成員。一切都是主的恩

典！

屬靈牽 
我們來自職場與家庭婦女組成，這是上帝精心揀

選「恩典之約」。

大家都以「屬靈生命主手牽，軟弱同心齊禱告」

宗旨，將神的話語正確地「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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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區

心靈 High High Tea
在神的恩典中成立，組員都發揮從神而

來的恩賜，奉獻教會、服務社區！

開心百合花
不經不覺，參加開心百合花組也有數個年頭，組員有

出有入，但近兩三年，算是穩定下來。

我們有不同的背景，但走在一起，我們仍是互相扶

持，互相守望。

在信仰路上，要認真持守，一點也不易，還望我們能

一起走下去，互相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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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堂慶特刋｜柴灣堂點滴分享

婦女區

經嚐喜樂
我們由不同年紀組成「經嚐喜樂組」，神安排我們結

合、令我們改變。由最初未敢信任、害羞等，變成現

在互相關心、信任、代禱。由以往的執着到現在學會放

下，大家同在主賜的恩典下成長，感覺到在神裏面有滿

滿喜樂及平安！

神光彩虹
感謝神！小組在神的恩典下已成立了十

多年。小組裏有敬虔的姊妹，也有慕道

的組員洗禮加入教會。 

願主祝福使用能繼續薪火相傳！

津遵樂道
感謝主的恩典，不經不覺柴灣堂踏入三十週年了，我們

靠著主，彼此薪火相傳，傳揚主的福音，願我們柴灣堂

能夠榮神益人，榮耀主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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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區

大衛組
 「不可停止聚會」是大衛組的金句。靈糧餵養，彼此相顧，

組員成長，生命更新，建立基督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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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萬年青
年過七十但聲如洪鐘，小組之內要互祝健康，

靈內更新與生命充實，感謝耶穌因看顧一生。

我們在主裏，彼此接納;彼此饒恕！在主的愛中，實踐
委身相愛！在主的真道上，彼此建立;彼此勸勉！常存
感恩的心，口說:「Amen」！

男樂聚用禱告、歌唱來尋求神。將自己的情緒、感覺、經歷，互相分享。

Amen一族

Amen一族

男樂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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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堂慶特刋｜柴灣堂點滴分享

雅歌組
最喜愛詩歌：

感謝神、天天嘗主恩、

歡欣、祢的恩典夠我用、

恩典之路、恩典太美麗、

奉獻什麼、獻上今天、

為祢燃燒、堅守、奔跑不放棄

起羊羊
起羊羊小組已成立了近廿載。回顧

過去，實在感恩。在主內，我們悲

苦與共，喜樂共享，成長同行。願

福音的薪火可代代相傳下去。

牧羊組
牧養孩童見艱辛

羊群成長挑戰增

組員甘苦同來分

賀詞安慰最貼心

堂建八八直至今

慶見歷代傳萬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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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組
約瑟組內成員來自十三個不同家庭，

福明輝強仰榮光，德劍波華甘樂傳！

正是：

約定永生乃主賜，

琴瑟和諧是神恩!

團契組成遵教誨，

靈命日進樂融融!

夫婦區

幸花牽情  
神恩浩瀚，父親重逢失散80年兄弟，

盡訴神奇妙的作為！蒙恩典的約，全

家受洗得救，堅守宏揚神大愛，薪火

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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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從
2017年是千年從十分感恩的一年，

我們見證著有新組員Gary加入並且

受洗；我們看到弟兄姊妹更熱切地事

奉；我們深深感覺到弟兄姊妹甜蜜的

相交生活；我們在弟兄姊妹患難中願

意用心用身扶持幫助；我們盡情地享

受上帝預備的美食佳餚。在2018狗年

之初，我們拍下了一幅史上最人齊的

全家合照，哈利路亞。

靈昇查莊
靈命長進乃吾願

提昇關係心志專

勤勉查考神話語

常念主莊稼羊圈

互相代禱關顧足

從心感受主懷暖

祈求問候支持你

萬事以上帝為尊

約拿組 
這日子裡大家一同經歷，彼此守望及互

相勉勵，慢慢地小組聚會便成為了我在

屬靈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感恩主能

讓我成為小組的一分子。

聯合堂慶特刋｜柴灣堂點滴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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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靈 GO
「哈利路亞！蒙神的恩典，歸靈 GO 已成立二

十載！當中很多組員由單身變已婚，而且還有了

下一代。祝願柴灣堂也一樣，繼續興旺，恩典滿

載。」

成青區

學神一族
在2017年裡，感謝 神姊妹們在小組內願意坦誠

分享，透過彼此代禱後一同見證主恩！

姊妹們又能彼此包容體恤，互相支持鼓勵，見證

彼此相愛！

並感謝教牧同工編寫了不同課程，使大家互動及

生命得以成長！又藉著讀經計劃使我們更加明白

聖經！

God Friday 
我返了 God Friday 小組多年，覺得小組聚會非

常好，組員能夠互相扶持，真誠的分享和禱告。

透過禱告讓我經歷上帝，生命成長也在神的話語

中被建立了。好像以前我不做十一奉獻的，經一

輪掙扎後，明白自己所擁有的都是 從神而來，我

便將神給我的，用作奉獻來支持教會日常資源運

作，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從此我發現自己不期然

也改變了，除掉舊我，追求主耶穌的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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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堂慶特刋｜柴灣堂點滴分享

撒拉弗 + 樂 Rejoice
常說「沒有年輕一代，教會便沒有明天」，但事實

是沒有一個群體能壟斷一個時代。教會向來都是多

元化，要做到不對立、包容他者、和而不同實為不

易。願往後年日，教會像過去30年般，心胸寬大，

有容人之量，愛心寬待不同世代，孕育代代相傳的

領袖！

飛躍牧區
感謝上主，帶領著一班青年人在信仰路上同心同

行，願青年人能夠經歷上主。活出豐盛生命，成為

祝福的器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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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堂慶特刋｜小西灣堂點滴分享

吳雪春 宣教師
感恩小西灣堂已經踏過二十年上主給予大

家的恩典之路。在此祝賀小西灣堂繼續行

在上主的恩典路上，將主愛傳頌四方！

曾雪萍 聖工委員
從信主的一天至此刻，接近廿六年的光

景，都在柴灣堂和小西灣堂渡過。心裡無

限感激成長路上有祢和您。

麥穎琪 堂會主席
感謝天父賜福予柴灣堂及小西灣堂，讓

我們帶著豐盛的恩典迎來30週年和20週

年，願天父繼續帥領我們迎來更多個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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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堂慶特刋｜小西灣堂點滴分享

以斯帖組
教會20週年，能參予小組認識神，認識聖經內

容之外更認識到一班姊妹，學習與人相處、溝

通、包容、坦誠……

大家為家共同努力。

哈拿姊妹組
神恩浩大比天高

與人立約愛意傳

悔改成義得主恩

教會蒙恩二十載

靈命造就得長進

彼此竭力作主工

牧養羊群為主用

薪火相傳主大愛

路得姊妹組
與人同擔苦難，或與人同享喜樂，你覺得哪一樣比較容易呢？感恩在路得姊

妹組中，我們確切一同經歷喜與哀，一同在靈命上成長。小組是教會肢體的

一部份，盼望我們能繼續互相勉勵、扶持，令教會茁壯成長，薪火相傳。

友尼基組
友愛關係齊歌唱，

尼希米記學成長，

基督使命要一樣，

組員事事有商量，

愛主莫忘主恩典，

主內同路建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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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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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區

弟兄組
一班弟兄靈命成長的團契，當中能得以生命

改變和造就，成為教會和家庭的好榜樣，冀

盼更多已信或未信上帝的弟兄能參予及接受

裝備。

夫婦組
感謝主！夫婦組現有11對夫婦，每月第二及

第四週日午堂後開組。開組後一起下午茶。

亦辦旅行、退修、美食、及特別活動。大家

享受組內團契交誼。很歡迎其他夫婦也加入

我們大家庭！

喜羊羊爸媽組
二變三、三變四、四變五？！一群充滿活力

喜樂的小羊和爸爸媽媽一起學習主耶穌的教

導，跟從主腳步，與教會一同成長。

聯合堂慶特刋｜小西灣堂點滴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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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區

衝 Teen 祈兵
感恩天父9年來的帶領及保守，讓我們能夠在

信仰及成長路上互相扶持。願我們都能與組名

一樣，成為主的精兵。

幸福 Moreteen 鄰
幸福 Moreteen 鄰一直走到現在，很感恩我

們依然互相扶持同行。各組員由從前的學生時

代，轉眼間成為各行各業的上班族，當中有些

更由單身變成已婚，並建立家庭，不知不覺間

我們已默默地成長。新一年願我們繼續一同在

主裏學習，更加同心服事，為主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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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區

信仰的 Teen 空
在信仰的 Teen 空，感恩每 Teen 都有主的

愛護；願 Teen Teen 成長，也願教會天天

被主使用。

笑年過山車
感謝主的恩典，從歲首到年終，從少年到青

年，耶和華的眼目總看顧我們，願上帝繼續

帶領我們走過每一個新的日子。

聯合堂慶特刋｜小西灣堂點滴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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