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基督使者协会 (UK AFC) 2019 年退修聚会
主题：背起十架、作主门徒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聚会时间

内容

项目负责人

14:00 – 15:00 (1 时)

报到, 拿名牌 及 房间鑰匙

王春黎姊妹

15:00 – 16:00 (1 时)

欢迎、自我介绍、报告

张俊龙传道 及 各同工

16:00 – 16:30 (30 分)

茶

16:30 – 16:50 (20 分)

歇 (Tea break)

集体敬拜

Rita Yam 姊妹

16:50 – 17:50 (1 时)

主题信息分享（1）门徒代价 (可 8:34-38)

讲员：郭振游教授

17:50 – 18:30 (40 分)

小組分享

各組組長

18:30 – 19:30 (1 时)

晚

19:30 – 19:50 (20 分)

膳 (Dinner)

集体敬拜

Rita Yam 姊妹

19:50 – 20:50 (1 时)

主题信息分享（2）认清目标 (腓 3:12-14)

讲员：郭振游教授

20:50 – 21:50 (1 时)

小组分享

各組組長

当日退修聚会完结，明天再见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聚会时间
08:00 – 08:30 (30 分)

内容

项目负责人

集体灵修

张俊龙 (Paul) 传道

08:30 – 09:30 (1 时)

早

09:30 – 09:50 (20 分)
09:50 – 10:50 (1 时)
10:50-11:50 (1 时)
12:00 – 13:00 (1 时)

茶

餐 (Breakfast)

集体敬拜

Rita Yam 姊妹

主题信息分享（3） : 禁食祷告 (但 9:1-5)

讲员：郭振游教授

歇 (Tea break)/ 小組讨论分享 (Group discussion)
如何靈修和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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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組長
王玉琪宣教士

13:00 – 14:00 (1 时)

午

餐(Lunch)

14:00 – 14:20 (20 分)

集体敬拜

Rita Yam 姊妹

14:20 – 15:20 (1 时)

主题信息分享（4）舍己服事 (撒上 20:30-32)

讲员：郭振游教授

15:20 – 16:00 (40 分)
16:00 – 17:00 (1 时 )
17:10 – 18:30 (1 时 20 分)

茶

歇 (Tea break)/照相 (Group photo)

校园事工研讨 及分享

张俊龙传道

門徒领袖訓練分享

Paul Ng 弟兄 (翻译：Daniel Yam 弟兄)

18:30 – 19:30 (1 时)
19:30 – 19:50 (20 分)

晚

膳 (Dinner)

集体敬拜

Rita Yam 姊妹

19:50 – 20:50 (1 时)

Spirituality (Renovation of the heart)

温锦霞 (Maranda Ng) - 史雲頓華人基督教會传道

20:50 – 21:50 (1 时)

小組分享

各組組長

当日退修聚会完结，明天再见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聚会时间
08:00 – 08:30 (30 分)

内容

项目负责人

集体灵修

张俊龙 (Paul) 传道

08:30 – 09:30 (1 时)

早

餐 (Breakfast)

09:30 – 09:50 (20 分)

集体敬拜

Rita Yam 姊妹

09:50 – 10:50 (1 时)

见证分享

温锦霞 (Maranda) - 史雲頓華人基督教會传道

10:50 – 11:20 ( 30 分)
11:20 – 13:00 (1 时 10 分)

茶

歇 (Tea break)

英国基督使者协事工分享及闭幕

13:00 – 14:00 (1 时)

张俊龙传道
午

愿主祝福平安和顺利返到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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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Lunch)

营会主要服事同工
营会执行主席及
大会负责人：

温锦霞 (Maranda) 传道 (史雲頓華人基督教會)

营会讲员：

郭振游教授 - 美国基督使者协会副会长

- UKAFC 特約同工 及

王玉琪 (Rocky) 宣教士

- 下一步委员会委員

张俊龙 (Paul) 传道 - 英国基督使者协会总干事
温锦霞 (Maranda) - 史雲頓華人基督教會传道
- UKAFC 特約同工 及
- 下一步委员会委員

报到 及 名牌:

王春黎姊妹及张俊龙 (Paul) 传道

集体靈修帶領：

张俊龙 (Paul) 传道

音响、投影

Paul Ng, UKAFC 董事, 特約同工及下一步委员会委員

敬拜带领：

Rita Yam 姊妹，下一步 姊妹

翻译 :

Daniel Yam 弟兄，下一步 弟兄

Lei Zhang, UKAFC 特約同工
营会总务 和 交通

Paul Ng, UKAFC 董事, 特約同工及下一步委员会委員

（火车站接送）:

Daniel Yam 弟兄，下一步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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