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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6 月

『倚靠聖靈，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得著宣教力量』
今年香港宣教會總會的年題是「傳承聖潔」，盼望我們作為信徒和神的子民，能在耶穌基督的救

『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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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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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中重拾失去的上帝的形象，潔身自愛從而榮耀主名。
基督教不是單單叫人信耶穌，上天堂的宗教。神的子民的責任是要學習好神的訓誨(Torah)，走
在主的道路中及領人到上帝面前。領人到上帝面前需要佈道的技巧和知識，但最重要的是信徒本身擁
有聖潔的生命質素。
聖潔這個訓誨從來都不是老生常談，而是有血有肉的和到地的。信徒在生活中和生命中可以實踐
到的，當然是要付出代價。問題是信徒是否願意付出代價去做這個選擇，並堅持這個選擇到底---追
求聖潔的生命以致可為上帝所用？
二零一五年時代論壇頭版曾以「神學家性失德的震撼」作為標題，報導美國一間神學院就該院著
名神學家約翰尤達(John Howard Yoder,1927-1997)生前性侵逾百位女生的事致歉。這件報導對當地
信徒、教會和教牧同工帶來一定程度的衝激。震撼的是什麼呢？是邪惡的行為勝過信心。可見信心是
與他的行為並行，而且信心因著行為才得成全(雅 2:22)。原來信仰表裡一致，是非常重要。當然大
家明白到人性的軟弱，真的要過罪惡的試探是談何容易！掙扎的地方就在這裡......
我們期待信仰上的震撼，究竟是信仰突破的震撼或是失腳跌倒的震撼呢？在邁向聖潔的路上，要

周
漢
燊
牧
師

時刻面對自己內心的掙扎和鬥爭─我想做的 vs 我不應做的、我不應做的 vs 但我做了、我做了 vs 但
我不承應責任、我不承應責任 vs 不想要面對後果等。
在聖潔的掙扎路上，求主幫助我們在以下幾方面學習做好更多功夫：
1. 求悔改：凡事錯了及早悔改回頭。上帝必不輕看憂傷痛悔的心(詩 51:17)。
2. 求警醒：不要高估自己勝過試探的能力。「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迷惑(可 26:4)。
3. 求分辨：在今天的後現代世界，是非黑白往往是難分，求主我給們對問題有洞察力，不要憑血氣
行事! 以賽亞書第五章 20 節有個好的提醒；
「禍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以光為暗，
以苦為甜，以甜為苦的人。」
4. 求堅持：人性是軟弱的。經過風雨後便容易放棄自己的信心和信仰。不要給魔鬼留地步。曾經有
一位弟兄在離婚前，表達他已經乖了很多年了，現在他要走自己的路。在主道上，求主幫助我們務
要至死忠心。
5. 求恩典：主禱文教得好，求主不叫我們陷入試探，救我們脫離那惡者(太 6:13a)
在天國的旅途上，我們都要為追求聖潔和傳承聖潔打那不容易的仗。求主時刻保守和提醒我們：
「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好。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甚麼(加 6:7)」讓我們在聖潔的掙扎中一步一
步成長和成熟過來為主所用，誠心所願！

總會辦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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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hkec@hkec.netfron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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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財政簡報 (2017 年 1-12 月)
累積收入

HK$

1

各堂會費

2,639,520.00

2

堂會/信徒奉獻

84,679.80

3

其他收入

605,367.21

4

植堂儲備奉獻

0.00

總會報告
HK$

總收入

同工總數: 60
全職同工:42
部份職同工:6
義務同工:12
3,329,567.01

累積支出
5

人事支出

2,011,215.34

6

醫療/勞工/第三者保險

309,694.51

7

聚會/會議/各部支出

217,373.30

8

總會經常費

551,526.73

9
10

撥款予差傳基金
撥款予教會發展基金

203,080.00
30,000.00

11 撥往「總會辦事處重置基金」 164,970.00
總支出
17 年 1-12 月共不敷

入職同工：
恩盈堂程啟忠先生
(由 2018 年 3 月 1 日起)
RiverGrace 許寶山先生
(由 2018 年 3 月 1 日起)
榮休同工：
恩盈堂曾維州先生
(由 2018 年 3 月 1 日起)

3,487,859.88

離職同工：
恩盈堂陳慧志姑娘
(由 2018 年 3 月 1 日起)
恩磐堂楊雯儀姑娘
(由 2018 年 6 月 1 日起)

(158,292.87)

2018 年執委會成員
秦民昌先生

鄺保強先生 關偉豪先生
馮漢民牧師
陳建超牧師

趙偉榮牧師
馮偉權牧師

陳金蓮牧師
趙鳳萍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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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主任：關志強牧師 行政助理(差傳)：劉景苓姊妹

差傳主任助理：陳慧儀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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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各部部長

牧職部部長
張沛鏗牧師
教育部部長
劉穎牧師

差傳部代部長
趙偉榮牧師

社會服務部部長
陳汝生牧師

恩道堂（感恩分享）
回望這幾年，上帝實在對教會有很多
很多的祝福。
在傳福音上，弟兄姊妹漸漸成熟，自
願在每個主日帶領新朋友回來經歷身心
靈的醫治，當中更成為主內弟兄姊妹，同浴主恩。
在教會上，大家也親身經歷聖經上撒種的比喻。在我們努力撒種，傳福迫
的同時、魔鬼也撒稗子在田中。初時本人心中都為神家著急，但感謝上帝賜
我們有平安和喜樂的心，祂提醒我忠心在台上講出真理和等待聖靈的工作，
稗子便自然地慢慢流失，而最奇妙的是，當中沒有傷害任何麥子半分。這真
的是三位一體真神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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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屬靈成長上，弟兄姊妹的生命也有明顯的改變，他們漸漸看到天國是世
上最美和最貴重的珍珠，自願變賣一切去買這屬天國的珍珠。大家更願意在
金錢和時間上盡力獻上，弟兄姊妹不辭勞苦的在每個主日服侍鄰舍直到傍晚，
身體雖然疲倦，但內心充滿喜樂。很感恩，恩道堂雖然不大，但卻是充滿愛
的家庭。
在奉獻上，最近兩年，教會漸漸結出果子，轉虧為盈。感謝上帝在不同角
度的供應和憐憫。
盼望在未來弟兄姊妹更能明白聖經、明白上帝的心意、事奉祂、使信心成
長、薪火相傳。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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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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請澍剛預備回港述職前的事情代禱,尤其分享柬埔寨的
需要,講道預備!
求神賜智慧秀蘭幫助新同工 Mork nut 教聖經課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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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已順利完成柬文課程及考核，求神繼續保守語言學習
及進步。
2. 求神賜下剛強喜樂的靈。
3. 請記念澍剛、秀蘭回港述職期間，我與本地同工有美好的
配搭，求聖靈賜下合一，教導我們同心服侍青少年。
4. 請記念七月底柬埔寨大選，求神掌權並賜下平安，求神憐
憫活在壓迫中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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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請繼續為建教會和事工中心所需的經費（仍需港幣 290
萬）、工人的安全和得救，承建商的智慧禱告。
2. Rainbow 將在三月回美國，六月二日會結婚，請為她們的
新家庭和彼此適應祈禱，願他們能成為美好的基督教家庭
禱告。
3. 請為四位同工讀神學禱告，感謝神他們在很多方面都有進
步，
4. 他們往返神學院約三小時，求神加能賜力，也保守每星期
有兩個由早上 Mark 開車送他們，求主保守。

日本工場─謝碧霞宣教士
(日本山口縣宣教事工)
1. 感恩能向我的日語老師傳福音及家人於農曆新年期間來訪
2. 求主拖帶，使星期五的國語查經班有更多人參加。
3. 求主幫助我能堅持學好日語，能講、寫、讀、聽都流利自
如，也賜我身心靈健康地去事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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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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聖靈的感動和幫助，讓氹仔堂這兩三個月跨過
來一波接一波的突破
2. 祖永燕玲夫婦將於 26/3-1/4 代表澳門宣道會，參與
宣道差會的教牧同工探訪團，親身了解緬甸工場的
需要，求神使他們藉多一些認識和體會，以便日後
帶同弟兄姊妹去關心緬甸人民的需要。

烏克蘭工場─馬素倫宣教士家庭
(烏克蘭大學生小組事工)
1. 為我們在烏克蘭的兩個夏季英語營禱告，求上帝
感動人來積極參與，也叫參加者願意開放心靈願
意接受福音。
2. 為我們在四月尾舉行的每周英語俱樂部最終派
對禱告，求神賜智慧使這聚會以有趣的方式進
行，祈求人心開放，有興趣尋求耶穌。
3. 為我們在六月前往美國參加 OMS 總部的會議禱
告，求主賜旅程平安，以及求上帝繼續保守工場
的需要。
4. 為我們在美國大學讀書的兩個兒子 Alex 和
Andrew 禱告。 求上帝祝福他們在夏季之前最後
幾週有良好的學習。

德國工場─蔡定邦宣教士家庭
(德國華人留學生事工)
1. 定邦、翠珍到工場已一年半，按差會要求，
他們須兩年內回港述職，現已訂機票於六至
八月回港。求主保守他們述職前的各項安
排。
2. 翠珍爸爸剛回家鄉武漢和兒子同住，求主帶
領這位已信主和受洗的 98 歲老人家適應當
地的生活，讓他身心靈各方面都健康，並學
會禱告交託主。
3. 為到三名子女的學業禱告，讓他們在找學校
和學習適應上，都能合乎神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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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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主日多了少年人,主要是迦密中二學生,為他們主日得著神話語餵養代求!
2. 因讀書壓力問題, 星期六 Teenage fellowship 人數下降,主要是中一學生參加。求主
使用秀蘭、建蘭及本地同工接觸鼓勵更多中學生參加 Fellowship!
3. 請為本地同工在查考、教導神的話語上更多進步代禱、尤其講道上。
4. 求主使用五月初 parents day 能接觸學生家長,讓他們體驗神的愛及促進他們與子女
的關係!
5. srey Roth 及妹妹 Nary 需要幫助父母看舖、星期日不能返崇拜、求主大能改變他們
父母、讓她們有機會敬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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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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30/5

27/6

泰國事工─馬士壯宣教士家庭

中國事工─本會中國事工守望及發
展

澳門及烏克蘭事工─梁祖永宣教士家
庭、澳門區會及馬素倫宣教士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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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及其他堂會代禱事項
1.請記念 15/4 香港宣教會聯合洗禮及轉會禮
中加入本會的信眾，願主祝褔大家的靈命成
長，投入教會的生活。
2.記念本會 65 周年會慶籌備即將展開，今次
由本會九龍及港島區的十一間堂員負責籌備
工作，願神悅納我們整體的事奉，又祝褔整個
籌備過程。
3.請為到總會及各堂會的核數工作能順利完
成代禱，求主加力與總會及各堂會負責的同
工。

1.4 月 21 日(六)香港宣教會社會服務處的賣旗活
動，求主賜予合適的天氣，足夠的賣旗義工及
整天的活動能夠順利及安全。
2.新一年度的事工開始，求主賜各服務單位的同
事能夠有健康及精神做好服務。
3.各非資助的服務單位有好的經濟力量，又能提
供優質的服務。

4.本會各事工部即將選 2019 年度的各部部
長，求主任用合適的同工擔當。

求主幫助教會青少年事工有更好的發展！
2.請為五月份的神學生交流會禱告， 希望
本會的神學生，未來神的僕人 ，可以互相
加油打氣！

1.譚澍剛宣教士家庭將於 25/6 至 9/7, 13/7
至 6/8 回港述職，求主預備居所，並有效傳
遞差傳異象。
2.4-9/4 日本工場訪宣
3.1-6/5 柬埔寨短宣
4.17-20/5 信仰交流：惠州平陵沙逕訪宣

1.請為 3 月 23 號的團隊領袖訓練日營禱告,

1.請記念西差會現正進行國際化程序，步驟相當
繁複和涉及多國的法律問題與法規，差會期望革
新以後能在多國有更大彈性差派及接受宣教士。

5.13-18/6 信仰交流：德慶基督教會訪宣

1.感謝天父的恩典,區會來澳開拓福音事工踏
進卅周年,願主的燈臺仍在教會燃亮,信眾愛
主的心仍熾熱,常常服侍主。
2.為理事會成員們在委身事奉中能繼續成長,
滿有基督全然擺上的精神。
3.為肢體們在這世代所面對各種引誘與試探
代禱,願主保守他們不失腳,戰勝撒旦的攻擊。
4.為區會在社區睦鄰關懷的事上,使有需要的
鄰舍認識主的恩典。

1. 院長李保羅牧師於 12 月底進行了切除大腸癌
手術，之後因腸結塞及傷口癒合問題，先後再
進行了三次手術。感謝主現在身體已漸漸康
復。多謝大家不斷的代禱支持及關心慰問！
2. 教授徐濟時牧師著作新書「一國兩制圓宗局—
福音派之處境神學與政教關係」由福音証主協
會總代理及發售。歡迎大家到書局購買。
3 .請為三位客座講師在暑期的教學祈禱，並歡迎
推介給牧者及信徒修讀。
馬有藻牧師：「聖經古代疑難大揭秘」
鄺保強醫生：「認識精神病患與治療」
馬勵勤老師：「Godly Play 基督教兒童培靈導
師訓練日營」
4. 本院第 15 屆畢業禮訂於 2018 年 6 月 10 日(日)
晚上 7:30 假恩磐堂舉行。誠邀香港宣教會各堂
會牧者傳道及弟兄姊妹參加，共證主恩。

9

各堂會代禱事項

1.感謝上主的看顧及帶領，恩磐家已 64 歲生
日！求主幫助恩磐家眾人延續西教士創立恩
磐家的精神，立志進深的踐行大使命（培育門
徒）和大誡命（愛主愛人）之教導。
2.請繼續為本堂 2018 年的教會年題：
「相愛相
親年」及由此所衍生的事工代禱。祈願上主幫
助恩磐家在主內凝造相親相愛、彼此關心的氛
圍；又願眾弟兄姊妹可以進深踐行本堂的八大
核心價值之一：「盡心竭力，相愛合一」！
3. 請繼續為本堂聘請成人牧區的教牧同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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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 2018 年年題為：
「行前一步」
。願天父
加能賜力予我們眾人，向神、向弟兄姊妹、
向自己、向服事都行前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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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月 1 日是本堂五十八週年堂慶感恩崇拜及
愛筵，求主賜褔，又讓我們帶著感恩的心歡度
愛筵。
2.4 月 29 日將舉行褔音主日，求主賜褔講員
成為神話語流通的管道，又讓弟兄姊妹能邀請

1.感謝神的恩典慈愛，保守拖帶恩澤家 51 年
頭，祈求主幫助我們在聖潔上長進！使用四
月開始的盟約小組，透過敬虔和憐憫生活的
實踐，傳承聖潔。
2.感謝神！過去一年，讓主恩福音會與恩澤
家，在兒童、青少年與家長的服事上同行，
產生協同的果效，成為彼此的祝福。為到第
三年一同籌辦暑期活動禱告！

未信親友參與，聖靈讓未信者能明白及接受褔
音。
3.天天讀經課程：使徒行傳(二)，將於 5 月開
課，求神賜智慧給撰寫資料的周芝良牧師，讓
弟兄姊妹存渴慕的心學習及實踐神的話語。

3.感謝神！讓恩澤家在所處的大廈，透過參
與業主立案法團，凝聚屋民扭轉過去的冷漠
氣氛，讓更多住戶參與立案法團，改善大廈
的管理。求主幫助將要進行籌劃的大維修工
程，有適合的人選參與，一切順利！

1.感謝神，本堂在今年的年度主題中：廣傳福音，作主門徒。行將進入第二季，請記念小組事工
部能定期在蘇屋邨擺街站，接觸街坊，從而讓街坊有機會接觸教會，在教會中投入小組生活，札
根認識耶穌更深祈禱。
2.感謝神透過本堂與女青年會的趙靄華幼兒學校；宏恩幼稚園的家長團契，能接觸到更多的家長
祈禱，教會將會在４至６月開辦親子故事班予家長，請記念繆慧芬姑娘在當中的統籌，並眾肢體
的參與及投身事奉祈禱。
3.請記念本堂在７月１日主日舉行之４７週年堂慶崇拜，期望恩佑堂在未來的發展中，更能摸著
神的心意，好讓更清晰在拓展福音據點上，有更明確的異象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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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恩擴堂得到會眾同心回應；本會各堂會的支持。
2. 求主預備會眾的心，實踐異象，履行大使命，向親友，並向鄰舍傳福音及建立門徒。
3. 16/4 佈道崇拜。願主感動代禱、邀約及陪談的事奉熱心。

1.本堂將招聘全職傳道人，牧養長者和夫
婦，請代禱記念。
2.程啟忠傳道已於 1/3 上任，牧養青少年及
帶領崇拜部，感謝神！

1.4 月 21 日是社會服務處之賣旗日祈禱。我
們教會的鄰舍中心也是其中一個單位參與賣
旗，願神帶領更多人協助賣旗活動，又讓恩
全堂弟兄姊妹除了獻上當日賣旗的時間之
外，更有心有力的參與社區服務，同證福音
大愛！

1.4 月 8 日有褔音主日，求主讓弟兄姊妹有敏
感他人靈魂需要的心，早日為請對象禱告，
珍惜自由地傳揚褔音的機會。
2.教會剛推行「每日與主同行─讀經計劃」，
求主讓弟兄姊妹透過神的話語，生活得力，
榮耀主名。
3.本堂已去信申請加入香港宣教會社會服務
處，求主親自帶領開路，讓我們可以獲得更
多社會資源去服事本區，領人歸主。

1.期待中心裝修於 4 月底完成，並重新發展
中心與教會事工。
2.正構思衛斯理課程今天的學習與應用。

1.4 月 29 日教會會友大會，求主賜褔讓肢體
能夠更多關心神國度的事情。
2.教會的退修將 5 月 1 日舉行，求主賜力量
及歇息機會予事奉的肢體。
3.在 4 月份及 6 月份有派褔音單張及影音家
長分享會。

1.為教會本年相交年，求主賜眾信徒同心同
行，一起真實相交和成長禱告。
2.為閱覽中心因應 DSE 加開時段的加班及輔
導考生的壓力禱告。
3.為教會與長者中心合作關係與落實計劃禱
告。

1. 記念 01/04 復活節家庭日營，接觸基督少
請為以下聚會禱告
1. 13/5(日) 母親節福音主日
2. 17/6(日) 父親節福音主日
3. 23/6(六) 信徒生活講座

年軍和舞蹈班的家庭，求主使用！
2. 記念 01/05 2018 年步行籌款，目標為 46
萬事工費，求主預備！
3. 記念現時 10 個職場點，求主加添，祈求
今年賜下 2 個或以上的職場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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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弟兄姊妹每天信靠神和勇敢傳褔音禱告

1. 婦女小組已於三月開展，感恩。
2. 青少年團契褔音周有三位少年人決志信
主，感恩，求主賜褔跟進與栽培。
3. 正與 YMCA 商討母親節及暑期各項事工，求
主帶領。

1. 請繼續為歐牧師的健康禱告，現時狀況可以，但醫生忠告他不可全職工作、要減低壓力及將血
壓維持低水平等，這樣有助主動脈的修復，期望幾個月以後他能回復較正常的日程。
2. 請禱告記念 RiverGrace 開始推行「培訓及倍增」計劃，同工團隊相信這會更好預備各人加深
與神的關係及裝備去事奉。

活動推介：

<<神與我們同在>>
日期：28/4
i

時間：9:30am-4:30pm
上課地點：恩典堂
講員：萬楊婉貞博士
目標：個人成長系列
收費：$50
*歡迎各堂向恩典堂報名(Tel:24787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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