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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在本會作全職事奉已有卅六年。從起初到現在，主僕
都不停地求問神，到底我在教會中要扮演甚麼⾓⾊？

承接教會過去的傳統，起初主僕只是扮演著⼀個⼩⾓⾊，牧者的
職分似乎只是盡⼒協助各部部⻑成就他們的職分，後來，發覺他們是
期盼主僕領導他們完成使命。

主僕翻查聖經，漸漸找到⾃⼰真正的⾓⾊和使命。其中就是要作
監督的⾓⾊（參提前3:1 ⼈若想要得監督的職分，就是羨慕善⼯。這話
是可信的。），領導教會眾弟兄姊妹完成主耶穌頒佈的⼤使命，帶領
萬⺠成為主的⾨徒。所以，過去主僕不斷學習「作領導，不辱命」，
並持續靠主成⻑，再成⻑！

主僕越來越感受到，神要主僕全然靠著祂的能⼒，現正是時候，
⼤⼤更新教會，強壯教會，培訓更多真正的⾨徒（倍增⾨徒）。

相信不出五年，本會的質素將⼤⼤提昇，亦將會⼤⼤影響現時的
社區，甚⾄全世界。

鄭展程牧師

2017年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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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使命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潔的國度，
是屬神的⼦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暗、
⼊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得前書⼆9 ）

每個⼈都有不同的召命，

在不同的群體中，

我們會有不同的⾝份，

這⾝份是獨特的，

是神所賜予的，
是值得珍惜的。



見証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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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年⽇是七⼗歲，
若是強壯可到⼋⼗歲，但其中所矜
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
我們便如飛⽽去。」(詩90：10)

當我思想到上述經⽂的內容時，不期然便
會想到⼈⽣的苦短，但從積極的⾓度來說，卻
教導我們要努⼒追尋⽣命的真正意義，包括在
不同階段所扮演的⾓⾊和使命。

今天我們如何從⽣活不同的⾓⾊中去完成耶穌基督交付給我們的使命呢？或許我們會聯想到
家庭、教會、⼯作及⽇常⽣活等等。例如從男性的⾓⾊來說，在他們成家後⽣兒育⼥，不單要肩
負丈夫的責任，在兒⼥的成⻑中，更要樹⽴⽗親的形象，並建⽴基督化的家庭；在教會成為肢體，
熱⼼事奉主，與弟兄姊妹彼此相愛；在⼯作⽅⾯，不論是上司或下屬的崗位上，都可在職場為主
作⾒證。但無論他們在家庭、教會或⼯作上，都是以信徒的⾓⾊為主⽽活，帶著基督的使命為事
奉主

此外，從聖經另⼀經⽂⾺太福⾳第⼆⼗⼋章，論到耶穌基督所吩咐我們的⼤使命，叫眾信徒
都必須遵守。如經上所記：｢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
們要去，使萬⺠作我的⾨徒，奉⽗、⼦、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
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8-20) 。耶穌復活以後，吩咐⾨徒要實踐
⼤使命，⽽⼤使命不單是叫⾨徒傳福⾳，更是要⾨徒教導他們，學習耶穌基督的樣式。以上內容
讓我們看⾒⼀幅天國的圖畫，就是主耶穌教導我們如何在地上建⽴神的國度，向世界宣講天國的
信息。

感謝神，帶領我四年前報讀了浸信會神學院夜間信徒神學課程，讓我有機會學習和⽣命得到
造就。雖然過程充滿挑戰，靠著神的恩典，使我可以完成課程。回想對我影響最深刻的，就是透
過教授們的指導，讓我明⽩信仰要藉⽣命去詮釋，在⽣活環境中為基督作⾒證；彼此⽤⽣命去影
響⽣命，共同建⽴神的國度。另⼀⽅⾯，我能夠認識不少志同道合的同學們，共同努⼒學習和完
成功課，真令⼈興奮。相信凡事都是神為我預備的，感謝神所賜的恩典之路！

因此，當我在浸信會神學院完成了四年的信徒神學課程後，不只可以有機會學習基督教的研
究，還發現基督徒的⽣命是⼀個進程，透過不同⽣活上的⾓⾊，去完成耶穌基督的使命，讓神的
⼯作使福⾳傳開，並可與他⼈分享如何得著豐盛的⼈⽣。盼望我們在信仰上共同努⼒，脫去屬靈
嬰孩的階段，追求聖潔的⽣命，因為天國已呈現在我們眼前，祂帶給我們真正的平安和喜樂。

劉錦成弟兄

劉錦成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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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師與媽媽的⼀點體會
⼆⼗多年前進⼊了現職的基督教學校任教，⼀所堅持百份百基督徒教職員團隊，宗教氣氛濃

厚，重視傳福⾳⼯作的中學。還記得⾯試時校⻑問我可以加⼊哪個部⾨幫⼿，對於當時毫無經驗
的我，沒想過有甚麼使命，只想到團契是我最熟悉的，就這樣回答了。結果我被安排了加⼊宗教
處，⼀個被視為⼯作量最多的部⾨，⼀做就⼆⼗多年，期間當然有不少同事轉出，然後⼜加⼊新
⼈。那為甚麼我沒有申請調往⼀個⼯作較輕省的部⾨呢？因為我很清楚⼈的天性是好逸惡勞的，
且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旦不是團契導師，逢星期五放學就趕快去⾏街、飲茶，哪裡還會返團
契呢？另外，「帶薪傳福⾳，做⽼師真的很著數。」⼀位已故好同事常常這樣⿎勵我，我們就這
樣⼀起並肩事奉。還有，多年來看⾒不少頑劣的學⽣因相信耶穌⽽改變、有成為教會的中堅的，
甚⾄有獻⾝傳道的。這⼀切都告訴我學⽣福⾳⼯作的價值。

教學相⻑，團契的⼯作讓我對⻘少年的了解更全⾯，認識到他們在學習上和信仰上的問題。
對我擔任媽媽這個⾓⾊有不少提醒。曾經聽過⼀位來⾃基督教家庭的中四學⽣分享，她說⾃⼩返
教會，但並不感受到與上帝有何關係。啊是的！由那時起我就告訴⾃⼰⼦⼥信主不是必然的，我
該作或不作甚麼避免他們不喜歡這個宗教？這是我要⼩⼼處理的。上帝將真理顯明給世⼈，⼜讓
⼈有⾃由意志，祂是給我們選擇的權利。同樣地我帶⼦⼥回到教會認識上帝，也要尊重他們，給
他們時間和空間去尋找上帝，與上帝建⽴個⼈的關係。

不論我是⽼師還是媽媽，我都清楚明⽩到相信耶穌，讓祂成為孩⼦們的個⼈救主⽐⼀切都重
要。可是今天社會、學校、家⻑都過份重視成績，⽽忽略⼈的價值。學⽣的價值在於他能摘得多
少粒「星」，能否考進「三⼤」。基督教學校也開始迷失了，星期六、⽇舉⾏拔尖補底班，為要
提升成績。曾經星期六下午在校園碰到⼀位學⽣，問他為何沒有到禮堂參加⻘少崇拜？他回答要
上拔尖班。家⻑們要孩⼦贏在每⼀個階段，有學⽣⼀星期七天補習。中⼀福⾳營後的栽培，學⽣
無暇出席，家⻑視這為「無聊」的活動。今天要在校園裡做福⾳⼯作實不容易，種⼦很難發芽⽣
⻑。我曾為此感到氣餒，但我深信既然上帝叫我謹守這個崗位，我便有我當作的本份。曾有⼀位
畢業⽣回校分享時，提醒我們作⽼師的不要只教學⽣有好成績，⽽忽略其信仰與品格，因為⼀個
「叻」的壞⼈對社會為禍深遠。他的⼀番話發⼈深省。

續⋯

學校星期五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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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變、社會的標準在變、⼈的價值觀也變，唯有真理不變；盼望我們不要被世界牽著⾛，
要作合乎上帝旨意的事。願共勉之！

鄧佩芬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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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事奉的崗位，由中學返上⽔浸信會開始，教主⽇學、帶⼩組，到現在的事奉崗位，
神給我很多學習成⻑機會。不經不覺已進⼊⼈⽣下半場，看到教過的主⽇學學⽣，他們原來已成
家⽴室及在教會事奉，感謝神的恩典。要發展教會，每個⼈都有不同的⾓⾊去為神⼯作，並在教
會中去事奉、榮耀祂，讓我們⼀代⼀代承傳下去。

過去的⼀年，感謝神，祂給我時間去反省，要我看到⾃⼰不⾜的地⽅，就要努⼒去改善；有
餘的地⽅，就要謙卑守住。當每個⼈看到⾃⼰的不⾜，就能看到神的豐⾜及完全。跟⼤家分享⼀
條數學公式（1.01的365次⽅=37.78），原來只要每⽇進步1%，⼀年後就能進步37倍。

最後分享⼀節經⽂：箴⾔21:5「殷勤籌劃的，⾜致豐裕；⾏事急躁的，都必缺乏。」，互相
勉勵。祝⼤家新年快樂，靈命不斷成⻑！

周建棟弟兄

⼥兒 思⿑浸禮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意新⽽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
可喜悅的旨意。」
（羅⾺書12：2）

親愛的媽媽們，不要只看到成績表上的數字，然後與孩⼦終⽇糾纏
在學業成績上，要知道這⼀切都會過去，唯有屬天的福氣永遠⻑存。倘
若孩⼦不是讀書的材料，⼜或許不適合⾹港的教育制度的，那就多替他
們想想有沒有其他合適的出路吧！⼈若奪得5星星卻沒有永恆的⽣命⼜
有甚麼益處呢？還記得去年8⽉參加⼥兒在澳洲的浸禮時，⼼裡感恩不
盡，深深感受到⼦⼥願意跟隨上帝，才是最放⼼。聽著她的⾒證真的看
到她找到上帝了，⼀個與她有個⼈關係的上帝，正如她所⾔，信仰是不
能遺傳的，別以為你的⼦⼥⻑⼤後必定會信耶穌。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願神厚賜恩惠和平安與我們眾⼈。今期浸訊的主題是⾓⾊與使命，不知
道⼤家的⼼裡希望⾃⼰的⽣命成就什麼呢?最近看到新聞關於美國總統奧巴⾺頒發總統⾃由勳章給
副總統拜登，讚揚他如何付出⼤半⽣為國家服務和貢獻，然後觀眾們站⽴⿎掌致敬的畫⾯，讓我
有所反思，怎樣的⽣命才算是成功的，⼀個⼈如何活得更有意義和價值。

雖然我們不可能全都是社會的領袖翹楚，但筆者相信每個⼈都有能⼒在⾃⼰⾓⾊上克盡⼰任，
到某⼀天回⾸⼀看，定能活出有意義的⼈⽣。特別作為基督徒的我們，更要忠於神的託付和使命，
作衪的⾒證，愛主愛⼈。在⽣活中我們有著不同的⾓⾊，是作兒⼥或為⼈⽗⺟、作⽼師或學⽣、
作僱主或僱員、或在教會不同崗位的事奉⼈員等等。神既放我們在不同的崗位，固然有祂的美意。
當我們認清⾃⼰的⾓⾊，實踐使命，會更⾒神的同在，別⼈和⾃⼰都得著益處，有⼀天，神要稱
讚我們是⼜良善⼜忠⼼的僕⼈。

筆者其中在聖樂上事奉了不短的⽇⼦，在事奉中當然會看到⾃⼰有很多的不⾜，因著我對⾳
樂的認識淺薄，所以我需要進修不同的課程，⼀邊事奉⼀邊學習，但⽤⾳樂來服事神和⼈確令我
樂在其中，得著甚多並恩典處處。記得在我少年時代，在⼀個聚會中，看⾒⼀位⽼弟兄在詩班中
歌頌，這畫⾯令我印象深刻。當時事奉⽇⼦短淺的我，⼼中也不禁向神祈求，若蒙不棄，求讓歌
頌神成為我⼀⽣的使命，就像那位⽼弟兄，髮已斑⽩，仍要盡⼒⾼歌。

近這幾年，蒙神恩典，我的⾓⾊與使命⼜新添重要⼀項，成為兩⼦⼥的⽗親。看到新⽣的⽣
命，⽗親這⾓⾊令我興奮和感恩，⽽這使命更是任重⽽道遠。此刻，兒⼥正在我⾯前，跳著唱著
「回家」這詩歌，令我⼼中感動，更要做好⾃⼰⽣命的榜樣，讓他們尋⾒和認識天⽗的愛，⾛當
⾏的道，到⽼也不會偏離。

弟兄姊妹們，你的⾓⾊與使命⼜是什麼呢? 在神家的服事上你⼜會如何回應和獻上⾃⼰呢? 願
我們教會眾⼈都被興起，持守使命，成為愛神愛⼈的好⾨徒。

鍾惠華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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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惠華弟兄⼀家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作我的⾨徒，奉⽗、⼦、聖靈的名給他們施
浸。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太福⾳28:18-20）

以上三節經⽂對於返教會⼀段時間的弟兄姊妹來說，這經⽂必定是⽿熟能詳，也不陌⽣。然
⽽，⼤家有否留意到耶穌說這話時，並不是⽤可做可不做，可有可無的、或者模稜兩可的語氣向
⾨徒說，⽽是⽤「你們要」這詞，意思是肯定的，並帶有命令的含意。那麼，你和我作為跟隨主
耶穌的⾨徒⼜在這使命上擔當了甚麼重要⾓⾊呢？抑或說：「我只是普通信徒，相信就夠了。其
他的事就由牧者、傳道同⼯或其他弟兄姊妹去做吧！如果真的這樣想，那你有否曾想那刻開⼼決
志時是基於甚麼原因，是⼀時感動、聽到別⼈的⽣命⾒証、或⾃⼰親⾝經歷神蹟？那只有你⾃⼰
才知道，姑勿論你是甚麼原因相信，但都有個共通點就是有⼈向你傳福⾳。既然神揀選你和我，
就必會在你、我的⽣命中有祂奇妙的計劃來配合祂的時代計劃，在這末後的⽇⼦裡完成祂的⼤使
命，正如主耶穌在路加福⾳9:23所說：「若有⼈要跟從我，就當捨⼰，天天背起⼗字架來跟從
我。」那麼我們的⼗字架呢？既然我們作為主耶穌在世上的代表，在天國的⼤使命中扮演著怎樣
的⾓⾊，如何才能活出美麗的⽣命⾒証，如何配合教會的福⾳事⼯發展，⾛在上帝的⼼意中，領
⼈歸主，是值得我們深思呢！

梁基潤弟兄

後記：
從梁基潤夫婦的服事中，看⾒他們在履⾏使命時的主動及堅持。雖然他們在教會中沒有被安

排特別的事奉崗位，但是他們依然主動及堅持在不同處境中服事主、服事⼈。
⾃2015年開始，梁基潤夫婦主動跟同⼯說回來協助彩虹⼈⽣的清潔⼯作。起初，梁⽣看⾒沒

有⼈可以回來處理飯後清潔，同⼀時間，他和梁太晚飯後⼜沒有特別事幹，不如叫梁太回教會幫
⼿清潔。他⾃⼰作為丈夫，亦覺得⾃⼰需要⾝體⼒⾏，才有說服⼒⿎勵梁太。於是，由2015年到
現在，每逢彩虹⼈⽣開班後，只要時間配合得到，他們就會回教會參與清潔的⼯作。

梁⽣⼗分珍惜主給予他每次事奉的機會，不論這崗位是否卑微，只要他對主有承諾，不論任
何境況，都會回來教會服事弟兄姊妹，⾵⾬不改。

林美玲姑娘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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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戲，戲如⼈⽣。話劇中的不同的⾓⾊都被悉⼼設計，就如上帝在我們的⽣命上都有著
⼀套周詳的計劃。上帝讓我以話劇傳福⾳，使各⼈能「看⾒」祂的作為，有著奇妙的安排。

數年前，我於教會參加了⼀個恩賜發掘的課程「SHAPE」。在課程完結時，鄭牧師請學員想
想⾃⼰有什麼恩賜，我想了⼀會，發現上帝經常使⽤我以話劇去傳福⾳，這⼀刻，我感到很興奮，
因為從來我都覺得參加話劇很「過癮」，每次完成了⼀齣話劇，都有⼀份莫名奇妙的滿⾜感，上
帝讓我快樂地傳福⾳。

天⽗很好，給我很多機會去參與話劇事奉。第⼀次演出是在幼稚園的時候，我就讀屋企樓下
的教會學校，那時候的⽼師都很有愛⼼，⾒我上堂經常和同學談天，不但沒有⽣氣，還安排我演
出關於耶穌出⽣的話劇。之後⼜進了⼀所教會中學，中⼆那年，班主任推薦我給學校的牧師當話
劇演員，演的主要都是聖經故事。中學畢業那年，我來了上⽔浸信會，當時我的好朋友胡佩玲⼜
介紹我幫⼿福⾳營的話劇，之後⼜經常有機會在教會做話劇事奉，不管台前幕後的⼯作，只要⽤
得著我，我也樂於擔當，正如經⽂所述：「我⼜聽⾒主的聲⾳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
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以賽亞書 6:8)

希望⽇後仍然有機會參與話劇事奉，讓觀眾睇話劇時能認識福⾳之餘，⼜睇得⼗分「過癮」。

陳劍鴻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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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証分享

陳劍鴻弟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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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綺霞
盤惠珍

神學⽣: 朱杰琿

神學⽣: 程國雄

* *如弟兄姊妹有任何需要，想藉浸訊讓弟兄姊妹為你們代禱，可聯絡鍾惠華弟兄或林美玲姑娘。* * 

代禱事項



教會歷史人物

克理威廉
（William Carey,1761-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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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林美玲姑娘

威廉•克理被譽為「近代宣教之⽗」。克理原本是⼀位鞋匠，出⾝於英國北安普敦的⼀
個村落—保樂斯埔⾥（Paulerspury）。他⾃⼩⽣活艱苦，⼗⼆歲就開始賺錢養家。他沒有
接受過正式教育，語⽂是⾃學的。他從⼩喜歡看書，對科學、歷史及航海書有興趣，特別
對哥倫布事蹟著迷。

克理在⼀次的禱告聚會中，聽到⼀個浸信會牧師講道後，就決⼼棄絕壞習慣，跟從基
督。克理加⼊浸禮會，1783年10⽉5⽇，由李藍（Dr Ryland）為他施浸，成為會友，並於
1786年8⽉1⽇按牧。隨後他開始講道，並擔任摩爾敦浸信會（Moulton Baptist Church）
的牧師。克理除了在⼩教會牧養，也在學校教書及製鞋。在製鞋的⽇⼦裡，他學習了希臘
⽂、希伯來⽂、荷蘭⽂、法⽂、拉丁⽂及幾種印歐的語⽂。這個恩賜推動克理進⾏聖經翻
譯的⼯作。

克理⼀直對教會忽略異教徒感到不滿。1791年，他發佈⼩冊⼦《基督徒當竭盡所能引
領異教⼈⺠歸正》（An Enquiry into theObligations of Christians to use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1792)），這本⼩冊⼦成為現代宣教的藍本。1792年，他⽤
以賽亞書54章2節作演講，道出「向神求⼤事，為神謀⼤事」。同年10⽉2⽇，傳道⼈聚會
接受克理的建議，成⽴浸禮會異域傳播福⾳差會（Baptist Society for Propagating the
Gospel Among the Heathen），近代第⼀個宣道差會－浸信會海外傳道會成⽴。後來湯
約翰（湯⽒是東印度公司的醫⽣，在印度悔改信主）帶領克理前往印度宣教。在印度塞蘭
坡（Serampore）宣教期間，他將聖經翻譯成孟加拉⽂、印度⽂、梵⽂等多種語⾔，並編
訂不同語⽂的⽂法及字典。

宣教異象
克理從⼩就對哥倫布事蹟和地理有興趣，並⼀直將神給他的宣教異象放在⼼上。他不

⾃覺地尋索異地的教會⼯作，⼗分關注異教地⼟及奴隸交易。有⼀次他看了《庫克船⻑的
旅程》，他替這些不認識耶穌的⺠族難過。1792年差會成⽴，克理成為了第⼀位被差派出
去的宣教⼠。



延伸閱讀：
1. 苗柏斯：《克理威廉：近代宣教之⽗》。徐成德譯。⾹港：⼤使命基督徒團契，1995。
2. 勝間敏夫：《克理威廉：海外宣教之⽗（漫畫）》。王馨儀譯。⾹港：校園書房，2007。

參考書⽬：
1. Cathcart, William. The Baptist Encyclopaedia, Vol 1. Paris, AR : Baptist Standard Bearer, Inc., 19--.
2. Tillman, William M. Baptist prophets: their lives and contributions. Brentwood, TN: Baptist History and 
Heritage Society, 2006.
3. 吳國傑：《築樓蓋頂：中世紀教會縱橫談》。⾹港：基道，2011。
4. 苗柏斯：《克理威廉：近代宣教之⽗》。徐成德譯。⾹港：⼤使命基督徒團契，1995。
5. 陳惠⽂編：《普世宣教運動⾯⾯觀》。Sunnyvale, CA：⼤使命中⼼，2006。
6. 賈禮榮：《基督教宣教史略 : 從五旬節到今代宣教概覽》。⿈彼得譯。印尼：東南亞聖道神學院，1994。
7. 禤嘉路得：《宣教披荊斬棘史》。廖何碧瑩等譯。Petaluma, CA：美國中信出版社，2001。

宣教策略
克理的宣教意念在牧會期間已慢慢形成。克理在摩爾敦定居，在村裡的⼩型聚會中講

道，每⽉在埔⾥講道⼀次。他善⽤時間充實⾃⼰，增⻑⾒聞，改進⾃⼰的天賦才能，學習
更多不同國家的語⾔。後來他擔任摩爾敦浸信會的牧師，重新建⽴已破落的教會，以及展
開教會事⼯。

由於克理從⼩對⼤⾃然有濃厚的興趣，這對他在印度宣教起了很⼤的幫助。克理很快
適應印度的⽣活及投⼊宣教⼯作。不過，當時印度為了維護國家利益⽽排斥宣教⼠。克理
為免被遞解出境，全家遷往內陸。然⽽內陸的居住環境惡劣，這個決定把他⼀家的健康及
性命放在⼀個危險的位置。

克理在印度安頓後，每天翻譯聖經、講道、興建學校、建⽴教會。他在⾺爾達的七年，
雖有很多⼈來教會，但仍未有⼈願意信主。宣教的⼯作似乎沒有成效，但克理的熱⼼並沒
有減退。他透過翻譯不同印度語⾔的聖經，將福⾳傳遍印度。他創辦東⽅語⾔的報紙、英
⽂期刊和森林學的⽂章；開辦了數⼗間所有種姓的學校，在塞蘭坡建⽴亞洲第⼀所⼤學。
克理亦尋找有學識的印度教徒，⼀同編寫本地語⾔的教科書。他也看到英國不能⻑期提供
資料來教導印度⼈，於是他在薛蘭堡設⽴神學院，培訓當地傳道⼈學習聖經知識及正統的
神學教義。

宣教成果
克理在印度所建⽴及發展的宣教事⼯取得很⼤的成就。他在印度的宣教⼯作，⿎舞更

多海外的宣教⼠來到未有福⾳的地域傳福⾳，加速不同地區的差會成⽴。例如克理發佈的
⼩冊⼦，即時令倫敦成⽴了另⼀個差會，蘇格蘭有兩個，荷蘭有⼀個。克理在印度的廿五
年內，⼤⻄洋兩岸已成⽴了⼗⼆個差會以及將聖經翻譯成不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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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活動

1⽉

1⽇ --------- 認領⽣命和⽴願
1⽇ --------- 彩虹⼈⽣標誌設計⽐賽宣傳
1⽇ --------- ⼀年讀畢聖經開始
12⽇ -------- 彩虹⼈⽣福⾳課程第⼀期開始 :以諾/成區/職⻘

2⽉
5⽇ --------- 彩虹⼈⽣之新春團拜
18⽇ -------- 劉向陽和梁宇茵婚禮
彩虹⼈⽣福⾳課程第⼀期開始 :⻘少（⽇期待定）

3⽉ 12⽇ -------- 彩虹旅⾏

4⽉

9⽇ --------- 佈道者及守望者⼤會
14⽇ -------- 復活節浸禮崇拜
16⽇ -------- 復活節話劇佈道崇拜
彩虹⼈⽣福⾳課程第⼆期開始（⽇期待定）

5⽉ 9、16⽇ ---- 聖樂敬拜讚美訓練班

6⽉ 11⽇ --------- 禁⻝祈禱會

活動預告

2017年上半年活動預告，記得預留時間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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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浸信會
堂址：新界上水廣場16樓1601-07室｜電話：26723302｜傳真：26713073

電郵地址：ssbc@ssbc.org.hk ｜網址：www.ssbc.org.hk
主任牧師：鄭展程牧師｜傳道：陳鳳娟姑娘 吳杏群姑娘 林美玲姑娘

傳道助理：駱玉蓮姊妹｜幹事：林嘉詠姊妹

2017年重點事工: 彩虹人生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