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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同工退修會於 11 月 1-2 日(一至

二)，假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由曾立華牧

師分享主題信息「健康心靈滿足指標」。求

主使用曾牧師的宣講，成為同工生命的反

省，也保守同工透過營會建立更合一、蒙

神喜悅的團隊。 

請 記 念 Sun 

Pilot 運動的

參加者，將主

的話藏在心

裏並謹守遵

行。 

十一月份「讀經專題講座」於 11月

5 日（五）舉行，本月的主題是「《申

命記》中『愛神』的概念」，由彭家

業牧師（恩福神學院副院長）主講，

願主大大使用本講座，使眾赴會的弟

兄姊妹得福。 

信 徒 裝 備 訓 練 課 程

「PowerPoint 活動設計攻

略」於 11 月 6 日(六)舉

行，請為穎康的預備，以及

學員於現場及網上同步進

行的學習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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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卿為聖誕節佈道會撰寫了布

偶劇劇本《誰人丟失了皇冠？》，

現正安排義工協助錄音，求主保

守錄音過程順利。祈願兒童透過

布偶劇與信息內容，明白主的

愛，決志接受救恩。 

信徒裝備訓練課程「講出動

聽的故事」於 11月 9-30日

(逢週二)晚上課，求主記念

淑卿的備課，願學員們能掌

握相關技巧，俾能靈活地應

用在主日學課堂上。 

信徒裝備訓練課程「從經文查

考到應用真理」於 11月 11日

開課（逢週四，共 4 堂），請

為講師陳文偉牧師及學員祈

禱，求主加力給講師，以及保

守學員們用心學習。 

發行及零售助理曾文涵弟兄已於 11

月初離職，而多媒體設計員羅家健弟

兄亦將於 22 年 1 月底離任，願主記

念兩位年輕弟兄未來的道路。與此同

時，我們正招聘這兩個職位，求主為

我們揀選合適的信徒參與本會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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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事工部於 11月 15日

(一)晚上召開委員會議，

除分享事工外，更為國際

讀經會對保護兒童政策

條例的指引進行討論與

交流，求主記念。 

穎康將於 11 月 19 日

(五)下午，於網上為中

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

中學主領青少年團契

聚會，請記念弟兄的預

備，求主恩領使用。 

澳門讀經會將於 11 月 19 日（五）晚

上於澳門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舉行

「每月讀經專題講座」，講員與主題跟

香港本月的讀經專題講座一樣，請為

出席的肢體祈禱，願當地的信徒均可

得到聖經真理的教導和祝福。 

2022年「全情起動讀聖經」運動第二場

簡介會於 11 月 20 日（六）舉行，由同

工穎康及智聰主領，請為報了名參加的

教牧、老師及信徒領袖禱告，願神在他們

心中動工，叫他們領受從主而來的異象，

在教會及學校推動信徒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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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3、25日(二及四)，淑卿、

嘉雯和瑞芬應九龍靈糧堂幼稚

園及幼兒園邀請，主領感恩節崇

拜，願透過遊戲、故事與信息分

享，幫助幼兒學習感恩，並關心

別人的需要，求主記念。 

11月 24日(三)下午，兒童及青少年事

工部同工出席由國際讀經會召開的

「保護兒童政策」第三階段的視像會

議，求主記念。願同工與義工都能掌握

各項重要的信息，俾能嚴謹地實行，靈

活地應用。 

理事會於 11 月 25 日(四)晚上舉

行本年度最後一次理事會議，會

議將落實來年的事工和財政預算

等重要事項，求聖靈引領眾理事

的心思意念，讓眾人同心作合神

心意的決定。 

穎康於 11月 26日(五)

下午，前赴粉嶺救恩書

院主領青少年團契，請

為弟兄的預備禱告，讓

同學能投入其中，認識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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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主日)穎康及偉強分別前

赴基督教平安堂主領青少年靈修講

座、港澳信義會信安佈道所主講「讀經

主日」。願天父使用弟兄的宣講，好推

動聽道者的心，認真勤讀聖經，實踐真

道，成為聽道又行道的人。 

「言點我心」籌款計劃「3-3-2」籌款目標：2021年為本計劃

的最後一年，籌款目標為 HK$210 萬。感謝主，截至 10 月 25

日(一)，我們暫籌到 HK$187萬，距離完成整個「言點我心」

計劃目標，只差最後 HK$23萬。懇求恩主記念本會的需要，讓

我們在本計劃最後兩個月，能在弟兄姊妹的愛心支持下，順利

籌畢本年目標，完成整個對本會發展非常重要的籌款計劃。 

請為同工正着力籌備 12 月舉行的

「信徒讀經日營」禱告，感謝神安

排聖公會北角聖彼得堂協辦此聚

會。請為報名的情況禱告，願有更

多有心追求聖經真理的信徒參與其

中，得到真理的餵養。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在萬民中傳揚他的作為！」(詩篇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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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本年度的「長者培靈會」雖然未能以實體形

式進行，但得到教會的支持，以及講員何約翰牧師（置

富浸信教會牧師）樂意配合，聚會以影片播放形式在

各教會的長者團契、主日學、小組或崇拜中進行，本

年的主題為「豐盛生命何處尋？」，請為收看培靈會講

道的眾長者禱告，並為願意參與的教會感恩。 

本月的「每月讀經專題講座」於 12月

3 日（五）晚上舉行，主題為「抗衡

歪風說明書—《哥林多前書》研讀」，

由伯特利神學院聖經科講師梁清恒

先生主講。本月講座同時是「信徒讀

經日營」營前講座，請記念。 

本年「讀經日營」於 12月 4日（六）

假聖公會北角聖彼得堂舉行，當天

以四個講經時段，講解及分析《哥林

多前書》四個重要主題，請為講員及

參加者禱告，願聖經真理解開後，使

眾參加者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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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聰於 12月 5日（主日）前往

中華基督教會馬灣基慧堂主講

「讀經主日」，請為弟兄能順

利、準時及平安到達教會，以及

清晰地傳講信息，使聽道的弟

兄姊妹蒙主恩，得幫助禱告。 

感謝主，SU兒童頻道節目「做手工講故

事」已順利完成拍攝，求主幫助家健處

理各項後期製作。這節目稍後在本會網

頁播出，願透過做手工與小舞台的聖經

故事內容，引發兒童對聖經的興趣，幫

助他們生命成長。 

我們已於 11 中向各教會發信，呼籲

教會在明年對外機構的奉獻中，撥款

記念本會的需要。求主使用是次的異

象分享，讓聖靈感動堂會領袖認同本

會的使命和事工，並以禱告和奉獻支

持本會事工的未來發展。 

請為 Sun Pilot

運動的參加者禱

告，求主使他們

立志常常親近

主，享受與主親

近的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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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疫情繼續受控，「義工

聖誕分享會」將於 12月

13日(一)晚上舉行，求

主帶領義工們踴躍參

與，與我們一起團契交

流，慶祝救主降生，求

主記念。 

澳門讀經會將於 12月 17日

（五）舉行「每月讀經專題

講座」，主題和講員跟香港

的聚會一樣，請記念當地同

工 Ruth 在聚會安排上大大

得力，並記念眾出席者的心

靈得着神話語的滋潤。 

淑卿、嘉雯和瑞芬應邀主領以下各場聖誕佈道會，求主使用我們的服事，讓更多

兒童明白主愛，得着救恩： 

～16/12(四) 真理浸信會富泰幼稚園        ～21/12(二) 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          

～17/12(五)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              鳳幼稚園 

～18/12(六) 基督教會忠信堂              ～22/12(三)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宣道會北角堂                ～25/12(日) 路德會長沙灣頌恩堂 

～19/12(日) 中華宣道會興福堂 

19 20 21 22 23 24 25 聖誕節 

12 月 19 日(主日)，穎康和智聰分別前赴香港

西區浸信教會主領青少年團契，浸信宣道會恩

雨堂主講「讀經主日」，請記念穎康的預備，讓

青少年透過桌遊方式認識真理，分享信仰。又

請記念智聰的宣講，好好推動信徒的靈，使他

們成為勤讀經，明真理，行主道的人。 

感謝主帶領「第 48 屆年議會」於 9 月 11 日(六)上午順利

舉行，求主賜福本會新一屆理事會成員，包括陳有樑長老

(主席)、林振偉牧師(副主席)、樓慧妮律師(書記)、張永堅

先生(司庫)、高國雄牧師、張秀明牧師、黃偉明先生、梁翠

雲女士和張佩斯女士，願主使用理事的服事，讓他們藉美

好的身心靈，帶領本會的未來發展。 

請 為 教 會 正 派 發

《2022年讀經表》祈

禱，求主使用這份小

小的工具，成為信徒

操練每日讀經的同

行者。 

26 27 聖誕節翌日 28 29 30 31  

我們將於 2022 年慶祝 60 週年會慶，

會慶主題為「燃點 真光 開拓 創新」，

求主記念來年會慶眾事工的籌備工

作，願我們所做的，能為此世代燃點

真理之光，並以創新的方法，讓更多

人藉神的道帶來生命的更新改變。 

2021年將要過去，雖然本年的事工繼續受到新冠疫情影響，但感恩神保護本會眾理事、同工、義

工並眾人的家人平安，亦令我們在疫情放緩的情況下，得以在主辦實體聚會、主領教會和學校的

聚會和活動，年初疫情較嚴竣時，也可在科技的幫助下主辦網絡聚會。我們感謝神過去一年的憐

憫、保護和恩惠，供應我們各樣的需要，讓我們在事奉中經歷祂的智慧和奇妙的安排，並經歷很

多弟兄姊妹，無論是理事、義工、同工、合作伙伴、奉獻者及代禱者等的同行支持，願將一切榮

耀頌讚，歸予那恩領及掌管讀經會、永活全能的獨一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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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讀經會 
 

辦公室及靈悅閣：香港九龍荔枝角青山道 485 號九龍廣場 1801-02 室    Tel：2369 3384      Fax：2369 1837  

Office & Resources Centre：Room1801-02, Kowloon Plaza, 485 Castle Peak Road, Lai Chi Kok, Kowloon, Hong Kong. 
 

本會網址：hksu.org.hk       Sun Pilot運動網站：sunpilot.hk       E-mail：su@hksu.org.hk 

理事會感謝陳衍昌牧師和李雋博士多年擔任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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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書獎最佳編輯(系列) 
《有祢飛得起》青少年靈修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