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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要不斷傳承
陳月嫦牧師 總會義務牧師

如果有人問你﹕「你們宗派著重『聖潔之道』，會不會給人有標奇立
異的感覺呢?」相信你一定會希奇有如此的發問。二十年前我確實聽
過有此一問呢﹗
「聖潔」是神對祂子民的要求。「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是聖
潔的」(利十一 44)。新約使徒彼得也說﹕「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
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彼前一 15)。因此「聖潔之道」

『倚靠聖靈，舉起聖潔的手，
隨處禱告，得著宣教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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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大坑東棠蔭街五號
基督教教育中心五樓
電話：27777456
傳真：27884846
網址：www.hke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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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豈會是標奇立異呢﹗「聖潔」是信徒一生的旅程。當我們認罪悔改
信耶穌時，我們與神重新建立關係，這是因信稱義，是屬靈生命旅程
的開始。之後要藉著聖靈持續保守過「聖潔」的生活，凡事以聖經為
我們生活與行為的完全準則，在愛中成長，以至「全然成聖」。
不要以為「聖潔」是一個高不可攀的理念。我們只要憑信心倚靠聖靈，
愛慕和遵行神的話，努力追求學像耶穌，就能達到了。
聖公會賴爾主教(John Charles Ryle)對「聖潔」如此說﹕
1.聖潔的人追求與神同心。
2.避免已知的罪。
3.學像基督… 追求謙和、忍耐……。
4.在所有責任和關係上忠心。
真的﹗當我們從聖經中明白神的旨意，知道要怎樣行才能榮耀祂，我
們便不容許自己趺入罪中，在生活一切事上都盡忠，叫人看見我們是
獨特聖潔榮耀神的群體。早期教父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
曾說﹕「基督徒的生活必須好像生活在神聖的聚會中。」意指把日常
生活所行所作的都呈獻與神，是發自內心的改變和信仰的實踐。
1740 年初約翰衞斯理和弟弟查理衞斯理在大學開始「會社」組織(12
人的小組)，著重追求和遵行聖經真理。每週一起查研習聖經、檢討
自己的生活、彼此認罪代求、追求生命改變。班長督導班員過聖潔敬
虔的生活，重視個人內在的生命(Being)， 這個 Being 努力效法耶穌
的特質。繼而鼓勵他們對外的關懷服侍，如賙濟窮人、監獄探訪傳福
音等(Doing)。雖然被譏笑為「循道的人」---指他們是遵行聖經中規
定的方法而立身行事的人，他們仍堅定持守聖潔。神更使用他們使很
多基督徒覺醒，重整生命、重視聖潔，由個人達至群體，這就是英國
復興運動的開始。
既然知道神要求信徒有聖潔的生命，我們就應彼此勉勵追求聖潔，彼
此扶持，使大家生命的聖潔度隨著成長而加增，生命影響生命，代代
相傳，因為「聖潔」是要不斷傳承的。

總會財政簡報 (2018 年 1-7 月)
累積收入

HK$

各堂會費

1,488,830.00

堂會/信徒奉獻

HK$

29,092.20

其他收入

410,582.58

植堂儲備奉獻

0.00

總收入

1,928,504.78

累積支出
人事支出

同工總數: 62
全職同工:45
部份職同工:5
義務同工:12

1,233,400.26

醫療/勞工/第三者保險

325,206.27

聚會/會議/各部支出

73,583.50

總會經常費

214,395.68

撥款予差傳基金

133,752.00

撥款予教會發展基金

總會報告

17,500.00

撥往「總會辦事處重置基金」

0.00

總支出

1,997,837.71

18 年 1-7 月共不敷

(69,332.93)

2018 年執委會成員

總會同工名錄：
總幹事：黃志鵬牧師 秘書：馮翠儀姊妹
會計：陳慧敏姊妹 行政助理：梁樂祈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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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各部部長

教育部部長
劉穎牧師

牧職部部長
張沛鏗牧師
差傳部代部長
社會服務部部長
趙偉榮牧師
陳汝生牧師

在 2018 年，香港宣教會的領導層經歷一次重大的改變，在本會事奉已八年的執行幹事周漢燊牧師在 2017
年 8 月退休了。而一直帶領著本會發展的前董事會主席賴瑞林牧師亦離職了。他們兩位的離開，對本會的發
展穩定性帶來重大的影響。
本人於去年走馬上任入職總幹事一職，雖然一直以來都有參與總會事務，但對要處理眾多的事務深恐力有不
逮，但得眾同工支持鼓勵下，戰戰兢兢下踏上，深幸總會辦公室內一羣忠心耿耿的同工，幫助我適應下來。
感謝神，馮偉權牧師應允作為新一屆的董事會主席，雖然馮牧師已退休，但他願意承擔此重任，甚至不惜改
變他原本退休後的事奉計劃。而本屆董事會轄下的執委會亦是人才濟濟，共有九位同工及執事被選加入，亦
是歷屆之冠，相信神讓眾人合力承擔此帶領工作，必定有衪的美意與計劃。
香港宣教會是一家六十多年的『老店』
，但一直以
來發展都極富時代觸覺，回應石硤尾大火而開放
堂會；回應兒童教育而創辦天台學校；回應鄉間
福音需要的每人得聞福音佈道隊；回應學生溫習
需要的閱覽室事工，以至回應社區需要的社會服
處；今日香港社會又有什麼需要呢？我們怎能像
約翰衛斯理一樣，離開我們的安舒區，踏出教堂
的門檻，進入人羣中建立教會呢？願主親自帶領
本會未來的發展，讓我們再一次攜手並肩去回應
這大時代的需要，將福音傳到更遠更廣的人羣。

總會同工名錄：
差傳主任：關志強牧師 差傳主任助理：陳慧儀姑娘
行政助理(差傳)：劉景苓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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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欣分享：恩晴堂

─ 馮漢民牧師
讓卑微可以留駐

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謙和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土地。
(太 5:3-5，和修版）

恩晴堂於 2011 年初正式成立，迄今七年。前身為天水圍福音堂，由恩典堂於 2007 年底在天水圍開植；
歷三年，建恩晴堂；又三年，財政與行政自立。蔣小燕姑娘為植堂隊長，後轉為恩晴堂首任堂主任，至 2013
年 9 月由筆者接任。現時主日崇拜在天水圍天晴邨的 YMCA 天晴會所舉行，崇拜後舉行小組。辦公室租用在
天水圍邊緣的屏山村屋。本堂與 YMCA 有些合作活動，如母親節聚會、暑聖班、夏令營、報佳音等。本堂與
天水圍教牧福音網絡(天牧)亦有些定期的社區合作，如中秋盆菜宴和聖誕嘉年華等。同工方面本堂有一個特色，
就是沒有一位是全職的。堂主任(筆者)十一份之九職，女傳道曾玉蓮姑娘十二份之七職，幹事溫鳳盈姊妹計時
薪，而蔣姑娘也會以外來講員的方式協助主日講壇與兒童崇拜。這是有限資源數最多人頭的笨方法。
教會使命離不開所在的社區。2007 年 10 月天耀邨一位患有精神病的婦人，疑因受壓力引致病發，先後
將十二歲女兒及九歲兒子掟落街，再跳樓自殺三人當場死亡。2012 年 10 月，一名男子疑因被僱主的母親冤枉
穿櫃桶底，在 FB 留下死亡告白後，從天耀邨寓所躍下，重傷不治。在本堂最初植堂的五年間，單計天水圍最
早入伙的天耀邨，已有十五宗自殺，其中十三宗是跳樓。
福音堂剛開始的時候只有九位植堂隊員和兩位義工。雖有母堂的財政支持，但人力卻很短絀。在諸般學
生與家庭事工催迫上馬之際，蔣姑娘與三位來自不同機構的同工一起開辦了為期二十六周的情緒支援小組。
除同工外參加者有十二人，都是來自天水圍區的教會。除了聚會，還有個別的跟進。用心用時之後，有幾位
少年人在本堂留下數年，但之後都離開了。
筆者年輕時做過幾年福音戒毒的導師，也有人挑戰說這是浪費資源。患者接受福音戒毒後再吸毒的比率
(relapse rate)雖然比強制戒毒或其他自願戒毒低，但患者信主的比率也不見得很高。依筆者有限的經驗，出村
後的弟兄穩定返教會聚會的比率不足一成，耶穌醫十個痲瘋病人一個回轉還強一點。但我真的知道，這些戒
毒的少年人在戒毒村內活得像個人，至少有兩年活得像個人。
恩晴堂跌跌撞撞做過好些事情，人數就是沒有甚麼增長。成人五十，兒童六七，少年三四，人來人去，
基數不變。這數年有個趨勢，就是好些已信主的新朋友來聚會都給我這種感覺：他是來療傷的。有些接受牧
養成為會友；有些水土不服就飛走。慢慢我開始找到堂會
在這個社區的功能，就是讓卑微的可以留駐，讓負傷的可
以療傷。但為免有人脫隊，帶著受傷的隊友就不可能跑得
很快。
主耶穌應許心靈貧窮的人有天國，哀慟的人得安慰，
卑微(和修版譯作謙和)的人有包容他們的地方。恩晴堂像一
隻烏龜般慢跑(雖然看似在散步，但我們真的努力在跑啊！)，
手腳雖短，仍求主使用我們載客遠行，安抵天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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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會所差派宣教士代禱事項
柬埔寨工場─譚澍剛、羅秀蘭宣教士家庭
(柬埔寨植堂事工)
1. 九月份柬埔寨多次遇到大雨，雨水入屋，堂址週邊去水
渠淤塞，需要想長遠解決辦法。

2. 澍剛吃得健康，休息有時，思想敏捷，常念天國事。秀
蘭睡得甘甜，祝福情誼，樂於放手，常繫柬國心。

1. 9-10 月忙於完成教會及校內的 2019 年青少年事工
計劃(生命教育、團契、學生小組、興趣小組、探
訪等)，另需代中文課至 12 月；10 月正式接手教會
青少年團契，並逐步接手柬埔寨宣教會的財政，求
神賜智慧、保守我忙中仍能緊靠神
2. 感恩而安已搬到我家並投入工場生活，求神使我們
的宣教團隊與同工們彼此有美好的配搭 ，求聖靈
帶領、保守我們的心思意念，使我們剛強、委身，
並有同一心志興旺福音
3. 家中白蟻情況仍然嚴重，時常清理頗為疲累，來年
或需另覓居所，請記念
4. 記念我在港的家人，求神開他們的心，認識神；感
恩年假回港期間有機會帶姐姐返教會，求神使她繼
續在教會成長

菲律賓工場
麥道為、鄧肖蓮宣教士家庭
(菲律賓佈道植堂及
籃球外展事工)

柬埔寨工場─郭建蘭宣教士
(柬埔寨學生及教會青少年事工)

1. 菲律賓的通貨膨漲相當高，窮人的生活更艱難，但菲律賓政
府亦盡量提供協助的方法，例如進口廉價的米售給窮人，但
亦有人以廉價買米，然後以較高價出售，求神賜智慧給政府
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2. 雖然現在的總統很努力地打擊毒品，但仍然有很多人不肯悔
改，繼續販毒吸毒，我們所認識的一部份人中，就是如此剛
硬，求神親自作工，改變人心，讓主進入他們心中。其中一
位只有廿一歲，名叫 Alvin, 是會友的兒子，相信毒品已影
響他的腦部，行為異常，跟他談話像在睡夢中，求神賜他父
母智慧應如何幫助他，求主打開他的心門接受主耶穌作他生
命的主，相信只有神才可以改變他。
3. 約有十個同性戀的男孩子來打排球，年紀最小的是小學程
度，面對他們的動作裝扮，只有提醒自己，神愛他們，其中
有些人對神的話語心靈柔軟。
4. 教會的鐵柱已建到第二層，我們十分感恩神豐富的預備和你
們慷慨的支持，使這個工程可以來到這地步，願主賜給你們。
請繼續為建教會所需的費用禱告，我們仍需約港幣 130 萬。

宣教士名錄：
駐柬埔寨：譚澍剛、羅秀蘭宣教士家庭
郭建蘭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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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工場─謝碧霞宣教士
(日本山口縣宣教事工)
1. 10 月也是忙碌的月份，10 月 27 日我們有 CCA CAMP 秋季
集會，是聯合恩光使團在山口縣建立的四間教會的所有
信徒及未信者一同在戶外敬拜神。求主賜美好的天氣，
預備適合的講員。我的團隊也主力負責邀請大學留學生
參加，求主的靈感動他們來參加。

2. 每年十月尾恩光使團宣教士都有退修，今年我們新任的
亞太區總管 O' Brien 會和我們一起，而我要負責 BBQ
的環節。求主使我們團隊都合作愉快(由其在美國團隊下
只有我一個中國人)，中美關係也有些影響。

3. 12 月 1 日宇部教會有聖誕音樂會，求主使用我們邀請更
多人參加。也為歌唱家及我們的準備祈禱，求主將得救
的人數天天加給教會。

4. 12 月 19 日至明年 1 月 22 日會回港度新年，求主使用我
可以到不同教會分享日本需要，推動差傳異像。求主幫
助保守我免去撒旦的攻擊試探。

B.本會所支持宣教士代禱事項
澳門工場─梁祖永、杜燕玲宣教士家庭
(澳門學校輔導及教會事工)
1.
2.
3.

為教會 2019 年的發展和計劃籌備禱告。
為兩位分別接受化療和電療的姊妹禱告，求神醫
治，並加添她們力量。
11 月初至明年一月底，我們回港述職，求主幫助我
們身、心、靈、得到滋潤，重新得力。

1. 請記念我們的宣教團隊，下半年將會有少許不
同，因有兩位成員將會離開團隊半年時間，另有
一位會離開團隊一年。求主賜恩我們新的團隊組
合，讓我們有美好配撘，又求主賜我們聰明智
慧，好讓我們團隊有美好的計劃，及有服侍。
2. 求主賜勇氣給我們，讓我們培育烏克蘭的領袖。
盼望這些領袖們在宣教工作上有更廣濶的視
野，及更有勇氣。求主賜我們隊工有智慧去幫助
我們的領袖成長及發展。

宣教士名錄：
駐日本：謝碧霞宣教士
駐菲律賓：麥道為、鄧肖蓮宣教士家庭

烏克蘭工場─馬素倫宣教士家庭
(烏克蘭大學生小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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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工場─蔡定邦宣教士家庭
(德國華人留學生事工)

1.

2.

感恩我們回港述職期間，上帝一直
眷顧我們出入平安，身體和各方面
沒有大礙，亦能順利完成各項事
工。祈求我們宣講的信息和事工分
享能達到各人心裡，讓多些人關心
在德國的華人福音工作。
漢堡教會和各地的團契、查經班在
中秋節聚會後，10 月份要開始各個
迎新活動。求主感動剛到埗的華人
學生開放心田參加聚會，預備自己
迎接福音。我們憧憬他們日後學成
歸國，能夠成為一個一個的福音使
者，在國內日益困難的環境為主作

3.

見證，榮耀基督。
為到我們 2 位分別在國內及香港的
爸爸和媽媽身體健康祈禱，並兩邊
家人早日相信主耶穌。求主憐憫！
並祈求我們這邊 3 個孩子開學後能
夠適應良好。

柬埔寨宣教會最新動向及代禱事項
柬埔寨宣教會森速堂
1. 十月十六日是教會策劃會議,，盼望同工能學習計劃,推動和互相配搭.
2. 十一月四日為五週年堂慶,很多村民亦會參與,澍剛將宣講福音信息,兩位同工分享事奉
感受,年青人獻唱和見證分享,願榮耀歸上帝,福音達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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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部恆常聚會

主題：
新的一頁
新的宣教士
新的拓展
2018 年聯堂差關祈禱會
時間：晚上 8 時正
地點：香港宣教會總會辨事處

每月主題
24/10

柬埔寨事工─譚澍剛宣教士家庭、
郭建蘭宣教士

澳門事工─梁祖永宣教士家庭
28/11

19/12

烏克蘭事工─馬素倫宣教士家庭

菲律賓事工─麥道為宣教士家庭

差傳部電子郵箱：hkecmission201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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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及其他堂會代禱事項

1.求主引領本會按已通過 2019 年事工計劃發
展。
2.求主祝褔於 24/2/2019 舉行的 65 週年會慶
聯合崇拜籌備，崇拜選址中文大學邵逸夫
堂，但兒童崇拜的地方租用仍有待確實。
3.請記念近期有數家堂會都有人事變動，恩盈
堂、恩召堂、恩光堂及恩言堂都添加了同
工，而恩浩堂有同工轉職，恩典堂亦有同工
離職，恩雨堂則仍未有同工。

1.第 22 屆的會員大會舉行，求主保守各服務單位
的核數能夠順利完成。
2.已入紙申請 2019-2020 年度的賣旗活動，求主
賜褔及保守能夠順利。

1.感謝主! 4/11 為森速堂五周年堂慶，願一切榮

1.教育部將於 12 月為新學期的神學生，舉辦
交流茶會，分享神學生生活。

1.記念區會需要物色半職幹事及牧者代禱,求
主預備一切。
2.為肢體們面對世界的迷惑時能懂得以聖經
的真理拒絕引誘,辨別及洞悉撒旦的伎倆,
活出正確的人生為主而活禱告。
3.為徐而安姊妹在柬埔寨學習柬語禱告,求主
賜予智慧,能早日投入當地的生活及事奉。
也為學校預備能任教的中文老師禱告。

耀歸於上帝。
2.為柬埔寨迦密國際學校擴建中學校舍禱告，求
主帶領，賜福籌備及建築工程順利，願主藉教
育祝福柬埔寨新一代。
3.澳門區龍園堂徐而安姊妹已於 9 月抵達金邊開
始宣教事奉，請記念她的適應，求主施恩帶領。
4.請為譚澍剛、羅秀蘭宣教士家庭禱告，求主賜
福他們的服侍，帶領本地同工，牧養群羊。
5.請為郭建蘭宣教士禱告，求主賜智慧和健康處
理今季青少年聚會、活動、小組等全年計劃，
有心有力與青少年同行，分享生命見證。
6.請切切記念中國教會遭受逼迫的情況，求主憐
憫，堅固國內信徒，跟隨基督不放棄。

1.請記念西差會的改革，將從清楚區分「差派」
或「接受」宣教士國家的傳統模式轉型至更

1.感謝神帶領秋季學期順利開課，請記念這學期
各科老師的教學及同學的學習，讓大家一起在
知識及靈命上均有成長進步。

全球化的模式。
2.感謝主，許寶山先生正式接納為本會的宣教
士，但此舉並未改變他現時在 RiverGrace
的角色。
3.求主差派更多收莊稼的工人作長時間的委
身。

2.王俊傑校友(2011 年教育碩士畢業，後蒙召為
房角石宣教士)，於 9 月 8 日安息主懷，請記
念他的太太及雙親，求主特別施恩安慰看顧。
3.為學院院董禱告，求主賜院董們有屬靈的睿智
幫助學院的發展。

各區區牧名錄：
九龍東─黃志鵬牧師
新界東─何漢麟牧師

九龍西(一)─李保羅牧師
新界西─張沛鏗牧師

九龍西(二)─陳建超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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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堂會代禱事項
1.請為來年的執事選舉代禱，求主呼召合適的
會友，作恩磐家的領袖，讓恩磐家行在合神
心意的道路上！
2.為正在籌備的 2019 事工計劃代禱，求主使用
這些事工，讓我們連結一起，靈裡合一，互
相守望，彼此相愛。
3.請繼續為本堂聘請成人牧區的教牧同工和少
青牧區的事工幹事代禱。求主預備合適人
選，加盟恩磐堂服侍。

1.請繼續為本堂聘請教牧同工代禱，求天父預備
合適的同工，牧養堂會。
2.教會現正籌備 2019 年事工計劃，求主保守看
顧。

3/11 晚上 8:00 堂慶培靈會，由蔡少琪院長主講
11/11 早上堂慶暨洗禮崇拜。
願主保守一切順利，多人得褔。

1.10 月 17 日將舉行恩召家大旅行，求神讓弟
兄姊妹經歷快樂相交的時間，保守當日有好
的天氣。
2.11 月 2-3 將舉行事奉領袖事工企劃營，求聖
靈指引教牧同工和一群領袖，領受到神要帶
領恩召堂所走的方向，祈求神賜下所需的因
賜，讓各領袖能彼此配搭，同心合意的推行
事工。
3.求神帶領合適的教牧同工到恩召堂牧養弟兄
姊妹，彼此配搭事奉。

1.為能與主恩褔音會合作，互補互助，持續的服
事坊眾，感謝神！
2.10 月 1 日讀經營，求主使用，為弟兄姊妹加力。
3.為計劃 2019 年事工禱告。

1.請為年底事工祈禱，求主保守及帶領。
2.請記念 11 月 18 日本堂 51 週年堂慶感欣崇拜，
講員：何漢麟牧師。
3.請為恩錫鄰舍中心的社區工作祈禱。

1.為恩佑堂肢體能有更愛慕神的心，在信仰上能站立得穩，持守真理；並愛人靈魂的心，也為所有
領袖能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成為合一團隊的美好見證祈禱。
2.為領袖們的同心事奉，並其身心靈，家人，事奉，工作等祈禱，經歷神的喜樂和力量。
3.請記念下半年各個福音事工之籌備（9 月 23 日中秋美食製作；10 月 28 日家長講座；12 月 2 日街
頭佈道及 12 月 22 日的聖誕節佈道聚會），願神與每位參與事奉肢體同在，而參加者能得著基督
的救恩祈禱。
4.請為 2019 年的教會全年主題方向及事工計劃，能跟隨主的腳蹤行祈禱。５請記念９月９日上午借
用九龍工業中學所舉行的基督少年軍立願禮主日崇拜，求主使用當日下午的親子遊戲聚會，好讓
肢體們能進一步與未信主家長有所接觸和認識，以便日後作出關顧和跟進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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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一屆執事改選（9/9）:求主賜福將退任的三位執事的忠心事奉。感恩
有三位新上任與四位樂意留任的執事。願主賜下合一，團隊彼此配搭。
2.福音懇親午餐會（22/9）:求主的愛成為跟進的動力，讓更多親友經歷主。
3.明年事工計劃：各牧區及功能組在 10-11 月專注檢討及計劃。願主賜智慧及心力予各人繼續實踐
及策劃未來。

1.為恩盈堂明年 40 周年的
籌備和未來方向祈禱，
求主讓執事同工能同心，並領受同一異象。
2.為郭顯釗傳道即將到任祈禱，求主讓他盡
快適應，並發揮恩賜牧養群羊。
3.為 9 月 30 恩盈全教會日營的籌備、天氣、
和事奉人員合作祈禱，期望藉著此營會讓
會聚彼此建立關係，在主裏認識更深。

1.籌備 10 月 28 日社區愛
心分享；使更多人認識堂會。
2.堂會與中心合作多項事工，包括：崇拜、長者
健康身心靈、節期活動。因此，動員肢體及傳
道同工的參與與投入，因此加添了多樣承擔與
心力。求主賜我們能力和聰明智慧，作出更好
的安排。
3.社署增加社工人手支援及應付現今及未來，長
者中愈見增多的腦退化人士。故此，中心增添
了同事，同時，也要面對新的挑戰。

1.請為 25/11 全教會將會在大元鄒社區舉行街上佈道祈禱，求神與我們
同在，感動未信的街坊接受耶穌為救主。
2.教會將會在 28-30/12 舉辦全教會生活營，求神讓參與者身、心、靈都可以休息，享受家人的關係，
領受神所賜的屬靈筵席。
1.來屆的五位執事將會履行職務及參與明年教會的事工計劃，求主賜力量及
屬靈智慧，並與教牧同工的配搭服侍。
2.求主賜褔在 21/10 參加洗禮的肢體，願主賜恩典讓肢體能夠努力追求和見證主。
3.23/12 戶外崇拜及褔音主日，願主恩領新朋友及未信者能夠認識主耶穌的救恩，又認識教會，盼望
未信者能夠相信主耶穌。
1.教友的兒童在新一年學年的適應。
2.近日多位教友本人及家人患病。
3.因同工轉職及離職，在事工上從新調較。
1.14/10 基督少年軍立願禮，求主保守過程順利並在家長中作美好見證。
2.17/10 恩光堂教會大旅行，求主帶領預備過程，賜下平安興美好天氣。
3.11/11 會友大會，內容包括 2019 年度事工計劃及財政預算及匯報。求神賜智慧使我們懂得及發展
事工。
4.15/12 優質幼兒學校會舉行兩場家長佈道聯歡會，同時盼望成為褔音預工，求神親自預備人的心。
5.16/2 恩光堂午堂是褔音主日，邀請了基恩敬拜帶領聚會，求主使用，讓未信者得聞褔音。
6.24/12 聖誕佈佳音，求神帶領練習過程及當天出隊狀況，使人在佳節聽到真正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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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為 10 月 14 日的福音性戶外崇拜禱告。求主讓弟兄姊妹(恩田人)珍惜向親友見證福音的機會，盡
早為邀請對象和邀請工作祈禱。另請記念當天的天氣、地方、器材、講員和事奉人員。
2.請為「恩田 DSE 自修 Teen 地」的學生工作禱告，求主大大使用。
3.請為 12 月 21 日的聖誕佈道晚會禱告。求主讓恩田堂可以邀請到合宜的嘉賓分享見證，又賜下合適
的場地，讓更多人可以聽聞福音。

1.請為本堂籌備來年團契微調解重新分新組禱告，求主帶領各人適應。
2.請大家記念建蘭在柬埔寨的宣教事禱告。

1.同工領袖：堂委退修及 2019 計劃(9 月 7-8 日)。
2.社區服侍：醫療講座(9 月 23 日及 10 月 14 日)。
3.福音宣教：成人啟發信仰小組，求主感動人參
與(9-11 月)。

1.為上帝國行在地上禱告
2.為中國人珍惜褔音禱告

1.請記念 10 月中週六開始上午基督少年軍集
隊、下午 Teen 才藝能訓練、小結他班；主日
下午兒童 Hip Hop 舞、兒童 Jazz 舞班等，求
主祝福使用，接觸學生與家長。
2.請記念週六的 YDG 青少年聚會，求主祝福使
用，建立青少年人的生命工程。
3.請記念 12 月 15、22（週六）護老院聖誕福音
慶祝會，求主祝福使用。

1.27/10 與天水圍區兩間堂會合辦福音盆菜宴，求主加添出席的親友，賜福使用詩歌、見證和證道。
求主感動親友認識主、認識福音、認識教會。
2.25/11 舉行會友大會，討論及通過 2019 計劃及財政預算。求主帶領堂會各部各組的籌備。
3.16/12 舉行福音主日，求主使用聚會，領人歸主。
4.6/1/2019 舉行 8 周年堂慶，願主得榮耀，願眾人一同感恩頌讚。

1.求主引領 RiverGrace 2019 年的方向，2017 及 2018 年堂會經歷轉變及在匯基書院安頓下來，我們
期望探索更多服侍的機會。
2.禱告主賜我們一位操西班牙語的同工去牧養正在增長的西班牙語人口，現時在港約有五千人，多來
自委內瑞拉。亦在近三千人因運毒在獄中服刑。
3.亦請記念在港的難民及尋求庇護人士能得到公平的對待，他們在港的生活過得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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