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北角堂週刊
NORTH POINT ALLIANCE CHURCH

牧者心聲 

確診感恩事件簿

2023 年 5 月 20 日／ 21 日

程續戰牧師

本月金句
耶穌卻打發他回去，說：「你回家去，傳講神為你做了多麼大的事。」他就走遍全城，
傳揚耶穌為他做了多麼大的事。」

 ——路加福音八 38 下 -39（和修版）

一覺醒來，心裡充滿感恩之情，原來睡得飽足

是那麼令人欣喜和滿足。執筆當天是我確診的

第五天，之前因著不停的咳嗽和鼻塞，以致身

體雖然疲累，但也難以成眠。我今天體會到，

睡覺原來可以帶來無限的喜悅，但這體驗並不

是必然，也不能靠自己可以辦到，這確實是深

愛我的恩主所賜的上好賞賜，主的愛給我加添

了動力，要我記下祂的恩惠。

世界衛生組織於 5 月 5 日宣布不再將新冠疫

情列為國際公共衞生緊急事件，就在翌日，

我卻確診了，這也是我體驗主愛的開始，祂原

來時刻都關注著我。回望確診當天，我沒有想

像中那樣驚訝，心裡反而難得的平靜，這與得

悉家人確診時的震驚截然不同，主用了三年時

間預備我坦然面對自己的確診！另外，我發現

這週似乎較「適合」自己去確診。確診前，主

賜我力量和聲音完成帶領週四晚的祈禱會。過

去三年，我常害怕會因自己確診而要加重其他

教牧同工的工作量，但確診的那個週末，我沒

有講台上的服事，天父似乎連我不想加重同工

負擔這一點也考慮到，這令我確信發生在自己

身上的事並不是偶然，我的一生都在主的手中

（詩三十一 15）。寫到這裡，淚珠幾乎奪眶而

出……

「你發燒啊，38.3 度，辛苦嗎？有沒頭暈或想

嘔吐？如有不適，馬上告訴我們。」護士溫柔

的問候，使我感到溫暖。我因發燒而全身痠

軟、疼痛和疲累，但很感恩，我回家服藥後便

能倒頭大睡了。另一天，病情進入第二階段，

只有微燒，但喉嚨很痛，睡著後也因痛楚而

被弄醒。再跟著的一天，我不停地咳嗽，那一

晚不知道輾轉反側了多少次，身體疲倦得彷彿

爬起床的能力也沒有了，心裡不期然地問怎麼

辦？然後心中不斷禱告﹕「主啊，求你開恩可

憐我這個罪人。」主真的聽到了，祂說了幾次

同樣的話﹕「這是必經之路，但我在！」半睡

半醒中，我感受到很大的安慰和力量，既然這

是必經之路，而主又和我同在，我就接受吧！

我感到主給我力量接受繼續咳嗽、繼續輾轉反

側，但內心卻是平安的，不知不覺，晨曦已喚

醒我。由這天起，我的咳嗽和喉痛便慢慢減退

了，能夠入睡了。擱筆之時，已是我確診的第

七天，主使我康復了。

深願時刻陪伴我們的主耶穌賜下醫治和安慰，

讓患病的肢體和親友盡快康復，讓我們一起體

驗主無微不至的眷顧。

明辨‧述說神恩
傳承‧顯揚香氣
「以神的愛燃點生命，

實踐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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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感恩

‧ 始禮曲 …………………………………………………………………………………  會　眾　立

‧ 宣召：「神啊，我們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愛。神啊，你受的讚美正與你的名相

稱，直到地極！你的右手滿了公義。」

 ——詩四十八 9-10

‧ 詩歌 …………… （神慈愛〈恩 71〉） ……………………………………………  全　　　體

‧ 祈禱 …………… （結束時同誦主禱文） …………………………………………  會　眾　立

‧ 獻詩 …………… （週六下午堂、第二堂、第四堂） ……………………………  詩　　　班

■ 領受主言

‧ 讀經 …………… （週六上午堂：詩四十六﹝和修版﹞） ………………………  會　眾　坐

  （週六下午堂、第二堂、第四堂：路十一 37-54 ﹝和修版﹞）

‧ 講道 …………… （週六上午堂題目：動蕩不安中的避難所） …………………  會　眾　坐

  （週六下午堂、第二堂、第四堂題目：這原是你們該做的）

‧ 回應詩歌 ……… （週六上午堂：主是我異象〈恩 360〉） ……………………  會　眾　坐

  （週六下午堂、第二堂、第四堂：當盡本分〈生 468〉）

■ 同遵使命

‧ 奉獻 …………… （音樂獻奏、生命獻呈） ………………………………………  全　　　體

‧ 祈禱 ……………………………………………………………………………………  會　眾　立

‧ 關心家事、本月金句 …………………………………………………………………  教 牧 同 工

‧ 領受差遣（三一頌、祝福、受差） …………………………………………………  會　眾　立

 殿樂引領我們進入日常生活敬拜，行道服事。（聆聽殿樂至結束）

週六上午堂崇拜
（上午11:00設直播）

週六下午堂崇拜
（下午 5:00）

主日第二堂崇拜
（上午 9:00）

主日第四堂崇拜
（中午 12:20）

主席 蔡浩然傳道 黃志剛牧師 劉珮敏傳道 陳家宜姊妹

講員 高登．史密思牧師 蔣翠碧傳道 周敬敏牧師 高志云傳道

祝福 陳劍雲牧師 程續戰牧師 孔桂芳牧師 曾敬宗牧師

司琴 賴曉雯姊妹 沈慧珍姊妹 王振彥弟兄 沈慧珍姊妹

粵語傳譯	/		
手語傳譯

許加樂姊妹 王鳳潔姊妹

獻詩 瑪他提雅詩班：
求為我造清潔心 / 
一切獻上

哈拿尼雅詩班：
改變我，父神

希幔詩班：
懇求聖靈降臨

 會眾在序樂中安靜預備，以心靈與誠實敬拜神。

2023年5月20日

2023年5月21日

週六上午堂、週六下午堂、
主日第二堂崇拜、主日第四堂崇拜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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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感恩

‧ 始禮曲 …………………………………………………………………………………  會　眾　立

‧ 宣召：「神啊，我們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愛。神啊，你受的讚美正與你的名相

稱，直到地極！你的右手滿了公義。」

 ——詩四十八 9-101

‧ 詩歌 …………… （第一堂、第三堂、晚堂：神慈愛〈恩 71〉） ………………  全　　　體

  （普崇：安靜）

‧ 祈禱 …………… （結束時同誦主禱文） …………………………………………  會　眾　立

■ 領受主言

‧ 讀經 …………… （路十一 37-54 ﹝和修版﹞） …………………………………  會　眾　坐

‧ 講道 …………… （題目：這原是你們該做的） …………………………………  會　眾　坐

‧ 回應詩歌 ……… （第一堂、第三堂、晚堂：當盡本分〈生 468〉） ……………  會　眾　坐

  （普崇：主，請說）

■ 同遵使命

‧ 奉獻 …………… （音樂獻奏、生命獻呈） ………………………………………  全　　　體

‧ 祈禱 ……………………………………………………………………………………  會　眾　立

‧ 關心家事、本月金句 …………………………………………………………………  教 牧 同 工

‧ 領受差遣（三一頌、祝福、受差） …………………………………………………  會　眾　立

 殿樂引領我們進入日常生活敬拜，行道服事。（聆聽殿樂至結束）

主日第一堂崇拜
（上午 7:45）

主日第三堂崇拜
（上午10:45設直播）

主日普通話崇拜
（上午 10:45 設直播）

主日晚堂崇拜
（晚上 7:00）

主席 夏倍蒂姊妹 周曉咏傳道 林道川牧師 余有財執事

講員 陳俊業牧師 陳俊業牧師 吳慧儀博士 蔣翠碧傳道

祝福 陳俊業牧師 陳俊業牧師 林道川牧師 王良碧牧師

司琴 王振彥弟兄 王振彥弟兄 顏小仙姊妹 黃頌基弟兄

 會眾在序樂中安靜預備，以心靈與誠實敬拜神。

2023年5月21日主日第一堂崇拜、主日第三堂崇拜、
主日普通話崇拜、主日晚堂崇拜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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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SATpoint崇拜
2023年5月20日下午2:30

主席 余敏聰執事

領唱 余敏聰執事

講員 周敬敏牧師

祝福 周敬敏牧師

司琴 許加靈姊妹

講題：這原是你們該做的
經文：路十一 37-54 ﹝和修版﹞

青年崇拜TC5
2023年5月21日中午12:20（設直播）

主席 李啟深Ringo弟兄

Praise	Team Sunday+

講員 何灝橋傳道

祝福 羅惠芬牧師

講題：這原是你們該做的
經文：路十一 37-54 ﹝和修版﹞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21st May 2023, 10:45am (Live)

Chairperson Mr. Moses Chen
Praise	Leader Mr. Moses Chen & Team
Guest	Speaker	 Rev. Gordon Smith
Scripture	Reader Mr. Jason Choi
Pianist Ms. Minnie Ho

Sermon	Title Our Refuge in Uncertain Times
Scripture Psalm 46 (NRSV)

SUN＋崇拜
2023年5月21日上午10:45（設直播）

主席 甘毅雄Antonio弟兄

敬拜隊 Sela

講員 高志云傳道

講題：這原是你們該做的
經文：路十一 37-54 ﹝和修版﹞

主日初崇Sun Logos（中一及中二級）

2023年5月21日上午10:15

主席 鄭宏禮傳道

領唱 鄭宏禮傳道

講員 程續戰牧師

講題：住在神的話中
經文：詩一﹝和修版﹞

主日少年崇拜（中三至中六級）

2023年5月21日上午9:15

主席 吳嘉輝傳道

領唱 吳嘉輝傳道

讀經 吳嘉輝傳道

講員 程續戰牧師

祝禱 吳嘉輝傳道

講題：住在神的話中
經文：詩一﹝和修版﹞

願我們的崇拜蒙神喜悅！

請準時參與崇拜，由於參與完整崇拜是十分重要，而且為免使會眾分心，所以請預備好
時間出席整個崇拜，除不得已，請勿遲到或中途離席，並於殿樂完結後才離座。如果主
席已經完成領禱環節，或禮堂已滿座，請參加下一堂崇拜。

請會眾穿著莊重的衣飾參與崇拜，雖然天氣將會漸趨炎熱，但也不宜穿著背心、露背裝、
吊帶上衣、短褲、拖鞋等進入禮堂崇拜。

盼望我們都在崇拜生活上同心努力，亦彼此鼓勵、提醒和幫助。



收聽每週崇拜電話熱線
開放時段：逢主日上午 9:00 至晚上 8:00
電話：2807 5260（每時段上限 20 人）

關心北宣家事，請下載北宣 Connect 應用程式：
https://www.npac.org.hk/mobile/app.html
或參閱北宣網站：
https://www.npa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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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8 屆受洗須知講座

日期：5 月 28 日（主日）下午 2:30-4:15 
地點：真理樓一樓禮堂
報名：請點按／掃描 QR code 於網上報名，或

於表格架索取報名表，填妥後交接待
處。5 月 21 日（今主日）截止報名。

受洗班上課時段：主日上午、週三晚
受洗日期：2023 年 9 月
查詢：袁姊妹（2979 3600）

動力小組牧養科招募新組員

若你恆常參與北宣崇拜三個月以上，但未有所
屬小組或團契，又願意與弟兄姊妹在屬靈上一
同追求、彼此牧養、互相服事，歡迎你參與！

報名：請點按／掃描 QR code 報名，或於表格
架索取報名表，填妥後交接待處。參加
者必須出席 6 月 4 日（主日）
下午 2:30 之小組科迎新會。

截止報名：5 月 21 日（今主日）
查詢：動力小組牧養科許麗恩姊妹

（2909 9700）

執行理事會

執行理事會在 5 月 22 日（本週一）晚上 7:45
舉行，請執事依時出席，共策聖工。

公眾假期教會辦公安排

5 月 26 日（本週五）為公眾假期，各堂點辦公
室全日休息。

夏令活動週報名
小學級：17-21/7（尚餘少量名額）
幼稚級：24-28/7（尚餘少量名額）

請點按／掃描 QR code 報名，並將報
名費交康澤或真理樓接待處，申請將
於收妥報名費後才作實。
截止報名：5 月 28 日
查詢：兒童科幹事（2909 9700）

嬰孩奉獻禮

日期：6 月17、18 日（週六及主日崇拜內舉行）
奉獻嬰孩資格： 1. 夫婦二人同為已受洗基督徒，

其中一方為本堂會友；
  2. 奉獻的嬰、孩年紀可由 0 歲

至 12 歲前。
有意參加者請到康澤或真理樓表格架索取申請
表，填妥後交接待處，6 月 11 日截止報名。
查詢：黃婉媜姊妹（2909 9700）

小學級

幼稚級

舊版「北宣Connect」手機程式	
停止運作通知

舊版「北宣 Connect」手機應用程式將於今年
6 月 25 日 起 停 止 運 作， 新 版「 北 宣 Connect 
1952」已於去年 11 月投入服務，現已有超過
3,500 名用戶正在使用。

教會鼓勵會眾盡快下載新版程式，以方便得悉
北宣家最新動態及其他有用資訊。另外，我們
在以下時段安排了支援站，協助新用戶了解新
版程式的下載方法和功能：

時段一：5 月 21 日（今主日）
　時間：上午 10:00 至下午 2:00
　地點：康澤平台

時段二：5 月 27 日（週六）
　時間：中午 12:00 至下午 5:00
　地點：康澤主日學註冊處

https://www.npac.org.hk/mobile/app.html
https://www.npac.org.hk
https://www.npac.org.hk/mobile/app.html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oeeY3i-gwrjzXKEGppRif2g8uoPR7jfx3pN0QXTvphmfx0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dkbn7vUG_vxNLZQ2E3jFC2CVvpeFC_ELFHoGvAISggATwzg/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oCa4WgCHMuzKOV6qCrQ0eI4t1ednxqo4sBqvUJtx5kkdgHg/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sv_WrlyXlC0WD4hYIgEK8RMDIUBRyiSr93FDvXo6D5-RiCw/closedform


66

本週教會祈禱會

‧週三 24/5：上午 7:15 在康澤副堂
 焦點：單單做順服的禱告：「如神所願！」
‧週四 25/5：晚上 8:00 在康澤正堂
 焦點：小組祈禱（林前十二 3-13）
‧週六 27/5：上午 9:00 在康澤副堂
 焦點：為特定群體祈禱（林前十二 3-13）

代禱：請點按／掃描 QR code、或親
臨各堂點接待處填寫代禱咭，或在週
四下午 3:00 前致電康澤接待處（2979 
3600），我們會同心為你守望。（代
禱內容若涉及第三者，請先徵得當事人同意。）

聖殿安靜默想操練：週四晚 7:00-7:30 康澤正
堂開放，讓弟兄姊妹在聖殿內安靜主前禱告或
作禁食禱告。

小組祈禱會：逢第四週週四祈禱會中進行，鼓
勵各科的小組及三人同禱小組一起參與，彼此
守望及同行。

本週代禱事項

（為同工、執事禱告）同工營剛完成，營內同
工們有規劃議事，也有交流分享。求教會的元
首主耶穌繼續引領北宣家，讓我們在地上延
續祂的故事。又求主賜力量給同工、執事們，
保守我們存合一的心，成就主所願意成就的
計劃。

（差傳）請記念於東亞地區服事的高山鷹。現
在全世界都已復常、通關，求主賜智慧予高山
鷹，助他安排多個探訪行程，以及探索後疫情
時代的差傳新事工。鷹太太髖骨位置發炎，求
主醫治。

崇拜後代禱服事

弟兄姊妹，你有甚麼事情需要代禱？請在崇拜
後到康澤副堂三（入口在平台最接近欄杆處），
我們特別為你代禱。週六上午堂崇拜、SATpoint
崇拜、普崇及晚堂會眾請留在禮堂；週六下午
堂會眾請往 15-16 號室。

長者科佈道會	
題目：弊家伙，拐杖唔見咗！

講員：郭秀華牧師
見證嘉賓：陳衍泓（Comma）先生（「黑暗劇

場」創辦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內容：詩歌、福音信息、見證
日期：6 月 3 日（週六）下午 2:30-4:00
地點：康澤正堂
查詢：袁兆添傳道（2909 9700）
鼓勵弟兄姊妹邀請未信主的 65 歲或以上長者
出席。

「生命歷奇」福音探索課程

疫情過後，傳道部重啟「生命歷奇」福音探索
課程，透過與參加者一起午膳、觀看福音短
片、查經分享及戶外活動，建立友誼，讓人認
識福音。鼓勵弟兄姊妹邀請身邊未信主的親友
參加。

開課日期：6 月 10 日至 8 月 19 日（共十堂）
開課時間：逢週六中午 12:00-2:00
上課地點：真理樓地下 Living Stone

區聯會刊物 5 月《宣訊》

是期專題為「家庭，為人而設」，特別輯錄了
黃國維牧師（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主講的神
學初探講座，幫助弟兄姊妹認識神設
立婚姻家庭的目的，並在世俗化的社
會中分別出來，實踐祂的心意。此外
尚有多篇精彩文章，歡迎上網瀏覽：
https://cmacuhk.org.hk/2023/05/09/281- 宣訊

4 月會眾奉獻記錄及常費收支報告

現擺放在康澤及真理樓接待處，供會眾借閱。

會眾參與奉獻安排

教會提供多個奉獻渠道，包括轉數快（識別
碼：104047063）及銀行轉帳（滙豐：741-
593917-292），請將轉帳記錄及姓
名 WhatsApp 至 2979 3659 或 電 郵 至
account@npac.org.hk，以便安排收據。
詳見北宣 Connect 或北宣網頁。

https://cmacuhk.org.hk/2023/05/09/281-%E5%AE%A3%E8%A8%8A/
https://www.npac.org.hk/mobile/offering.html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sTqw8TaQ222Z3W2-jXb-A45w9_LOfxNMjCHYVWSBoUkSxTg/viewform
https://cmacuhk.org.hk/2023/05/09/281-%E5%AE%A3%E8%A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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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未信者及有興趣認識福音的朋友（弟兄
姊妹可陪同出席）

報名：請點按／掃描 QR code 於網上
報名，或於表格架索取報名
表，6 月 4 日（主日）截止。

查詢：黎淑賢姊妹（2909 9700）

台灣少年短宣隊接受報名

日期：7 月 24-30 日（週一至主日）
內容：參與當地教會兒童夏令營的帶領活動；

社區佈道；文化交流。
對象﹕恆常在北宣聚會的中學生（名額 10 人）
費用：1,500 元
如欲報名或查詢，請聯絡鄧頌翹牧師或羅逸朗
弟兄（2909 9700），5 月 31 日截止報名。報
名者須接受面談甄選。

韓國短宣隊接受報名

短宣日期：9 月 26 日至 10 月 2 日（共七天）
請到表格架索取「差傳部短宣報名表」，亦可
點按／掃描 QR code 下載報名表，填
妥後交差傳部。延至 5 月 31 日截止
報名。
查詢：曾燕儀姊妹（2909 9700）

領訓「多功能組長培訓」

簡介：培訓更全面的多功能組長，以協助帶領
堂會內外的團組聚會，課程強調生命與
技巧兼備、反思與協力同行。

內容：組長攻略、樂帶查經、領會錦囊與編
排、設計專題分享、師友同行與關顧、
揉合崇拜信息。

對象：需經教牧同工或團組導師推薦
日期：7 月 4 日至 9 月 19 日（週二），共十堂

（1/8、8/8 休息）
時間：晚上 8:00-10:00
報名：請點按／掃描 QR code，或登

入 https://bit.ly/npacMULTI-GL。
截止報名：6 月 13 日（週二）
查詢：張穎新牧師、動員培訓系陳姊妹（2909 

9700）

暑期手鐘班

目的：學習手鐘的基本打奏技巧，建立團隊精
神，培養音樂感及對手鐘的興趣，幫助
參加者以手鐘事奉上帝。

日期：7 月 19 日至 8 月 11 日（共八堂）
時間：逢週三及週五，下午 4:00-5:30
對象：升小二至升中一學生
資格：任何樂器達三級或以上程度
名額：每班 14 人，如報名人數超於名額，將

會另行通知。
收費：260 元
報名：請點按／掃描 QR code
截止報名：6 月 18 日
查詢：蕭柔婕傳道（2979 3600）

社區見證部	
英語大本營報名及事奉人員招募

主題：This is our Father’s World
日期：8 月14-18 日（週一至五）及 

8 月19 日 ( 週六 ) 戶外活動
地點：教育樓
對象：主要為本社區基層學童
班別：（幼稚組）升 K2 至 P1 學童、 

（初小組）升 P2 至 P3 學童、 
（高小組）升 P4 至 P5 學童、 
（少年組）升 P6 至 F3 學童

費用：幼稚組及初小組 $200；高小組 $350；
少年組 $100（經濟困難者可申請費用
減免）

報名：於表格架索取報名表，填妥後於接待處
轉交趙善瑩社工。報名者將獲聯絡確
認，申請將於收妥報名費後才作實。名
額有限，先到先得。

查詢：社見部同工（2807 5200）

招募導師及義工
現招募班組導師（17 歲或以上已受洗基督徒）
及活動義工（15 歲或以上）。教會將提供基本
教材及活動資料。事奉者須參與不少於三天。
報名：於表格架索取報名表，填妥後於接待處

轉交劉煜航社工。報名者將獲聯絡確
認，並必須出席 8 月 5 日（週六）下午
4:45 的事奉人員簡介會。

查詢：社見部劉煜航社工（2807 520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GpYNA7YYwGEh_A-kNH__Niiens6A3-H5wnlZnFtw6jyHBBg/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3fkwbQh0xgzG_6gQmapqTsWauooCaUA8IS2cNWHjIR8g0Nw/viewform
https://www.npac.org.hk/home/main_contents.php?name=各類表格下載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lbxlMTGAoCtP5-1t2eFwGQcNrNjtFljBzBd5Sf62n8CpiXw/closed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GpYNA7YYwGEh_A-kNH__Niiens6A3-H5wnlZnFtw6jyHBBg/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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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各項聚會
崇拜 週六上午 11:00 及下午 5:00，主日上午 7:45、9:00、10:45、中午 12:20 及晚上 7:00 於康澤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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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崇拜：主日上午 10:45 於教育樓禮堂 普通話崇拜：主日上午 10:45 於真理樓地下禮堂
 SUN+崇拜：主日上午 10:45 於真理樓一樓禮堂
祈禱會 週三上午 7:15 於康澤副堂、週四晚上 8:00 於康澤正堂、週六上午 9:00 於康澤副堂
團契 本堂設兒童、少年、青年、成年、長者、傷健、普通話、英語等團契，同時亦設動力小組。
 如欲參加，請致電 2979 3600 查詢，或於表格架索取參加表格，或於北宣網頁瀏覽有關資料。

本堂教牧同工
主任牧師 周曉暉牧師　　　副主任牧師　　譚廣海牧師　　　行政主任　　蔡碧芝傳道　　　榮譽顧問牧師　　蕭壽華牧師
牧師 潘建堂 羅惠芬 林道川 陳劍雲 駱綺雯 韓子卿 陳小宛 王良碧 程續戰 黃志剛 陳俊業 曾敬宗 
 張穎新  戎少卿  周依娜 鄧頌翹 莊明偉 劉雪芬 周敬敏
傳道 謝綺貞 羅月眉 李　翰  鍾潔貞 袁國瑞 周曉咏 陳少芳 黃永華 郭恩生 高小蕙 莊　屹 唐惠儀  
 黎瑞瑩  鄭倩雯 吳嘉輝 袁兆添 何灝橋 蕭定輝 陳進理 蔣翠碧 陳月蓮 鄭旭彤 李榕娣 黃永成 
 蔡浩然 馮韻妍 陳　圓 鄭宏禮 羅國基 高志云 洪巧雯 劉珮敏 
半職牧師 伍銘懿
半職傳道 葉自菁 姚永光
義務牧師 孔桂芳 郭秀華 陳浩然 任健雄
義務傳道 高勵志 周澤本 蕭柔婕

宣道會北角堂

訃告

‧ 余惠雯姊妹的安息禮拜將於 5 月 23 日（週
二）上午 11:30 在薄扶林華人基督教墳場上
路禮堂舉行；

‧ 徐顏英姊妹的安息禮拜將於 5 月 24 日（週
三）上午 11:00 在循道衛理國際禮拜堂舉行；

‧ 郭單見卿姊妹的安息禮拜將於 5 月 27 日（週
六）上午 11:00 在薄扶林華人基督教墳場上
路禮堂舉行。

求神安慰已故者的家人。

本堂誠聘

現正招聘多個職位，詳情請參閱北宣
網頁或點按／掃描 QR code。

傷健科緊急招募事奉人員

1. 團契關顧員
‧ 甘心頌讚團（智障及自閉症青少年）（5 位）
 每週或隔週週六下午 2:00-4:30
‧ 甘心喜樂團（傷健人士家人）（1 位）
 每週週六下午 2:00-4:30
‧ 甘心望愛團（肢體障礙傷健青少年）（6 位）
 每週或隔週主日，中午 12:00-1:45 陪伴團友

一同出席崇拜；下午 1:45-2:45 午膳；下午
2:45-4:00 團契。

職責：關心、陪伴傷健團友、誦讀歌詞、推輪
椅；在有需要時協助餵食和使用吊機幫助團友
去洗手間等。

2. 接送車員（4位）
‧ 週六團契
 下午 1:45-2:15 接車，或下午 4:15-4:45 送車
‧ 主日甘心望愛團
 下午11:30-12:00 接車，或下午 4:00-4:30 送車

3. 跟車員（4位）
‧ 週六下午 1:30-2:30 / 6:30-7:10，或
 主日上午 10:45-11:45 / 下午 4:00-5:00
職責：由南區院舍上車，隨復康巴或旅遊巴接
送院友往返教會。

對象：請已受浸、有穩定教會及靈修生活、願
意委身一年或以上的弟兄姊妹回應。傷
健科會提供相關培訓。

報名：請點按／掃描 QR code，或在
表格架索取報名表，填妥後
交接待處。

查詢：傷健科幹事馮寶珠姊妹（2979 3600）

https://www.npac.org.hk
https://www.npac.org.hk
https://www.npac.org.hk/mobile/recruit.html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V4eyc7NkLfmwPw0iM4ju7B0CD4the3KLD3WWJL8bWjESMug/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