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第二期(4-6 月)

年題：

生命牧養

如何活出基督的生命？

關越山牧師

使徒保羅在加拉太書 2:20 說：［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
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
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要活出基督的生命，首先要保持常常與基
督生命的聯繫，讓主常常活在我們裡面。約翰衛斯理臨終時說了他在世上最後
句話：［人生在世最美善的是神與我們同在。］他每天都效法基督，晨早在他
的祈禱室親近神，祈禱，讀經默想神的話語，與主靈裡相交，並確定每天將上
帝的旨意遵行出來。因此，神使用他帶領英國得著全面的復興。他的門徒亞斯
伯理(Francis Asbury)跟他學習，實踐活出基督的生命，也帶來美國的大復興。
要保持基督在我們裡面活著，是要每天確定相信主願意在我們裡面活著，也確信我們樂意讓基督
在我們裡面活著。這樣，基督的生命活在我們裡面的應許便能實現出來，我們也要有剛強壯膽的心將基督的
生命活現出來。
耶穌基督在地上及在天上不住的為我們禱告。希伯來書 7:25:[凡靠著他進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
救到底，因為他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 羅馬書 8:34 :[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
且從死裡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要保持活出基督的生命，我們要效法基督不住的禱告，使
我們與基督生命聯繫起來，成為主的忠心禱伴。
主耶穌是完全遵行上帝話語的主。所以他永不犯罪，也從不被魔鬼所勝。耶穌卻回答魔鬼說：
「經上
記著說：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太四４）主耶穌不但不住的禱告，還不斷
的將神的話語實行出來。他將禱告與神的話語結合起來。所以，我們要活出基督的生命，需要將禱告與神的
話語結合起來。慕安德烈是屬靈大師，他活出基督的生命，帶領非洲及世界不同的地方邁向屬靈復興。他提
醒我們：
［當我們讀神的話語的時候，我們需要禱告─要有禱告讓神來教導我們明白祂的話語，要有禱告使我
們藉著聖靈能準確認識和應用神的話語，要有禱告使的能在神的話語裡看見基督是一切，也住在一切裡面，
並且也要在我裡面成為我的一切。］
主耶穌是我們的榜樣，他將神的愛活現出來。他說：但要叫世人知道我愛父，並且父怎樣吩咐我，
我就怎樣行。起來，我們走吧！」
（約十四 31）主耶穌親自示範，如何以神的愛去愛世人，並且愛他的門徒愛
到底！主耶穌全然順服父神，喜悅以神的愛去愛我們。我們需要靠著神的愛去激勵我們，並且有基督的生命，
才能活出神的愛。
宣教會的創辦人查理高滿伉儷於 1901 年往日來宣教，於 1905 年創立遠東宣教會，用了 20 左右與
所建立的同工將整個日來，當時約有 6000 萬人口福音遍傳，使數以萬計的日本人信主，數以百計的教會成
立，並成立聖經學院。這些成果，乃因他們活基督的生命，在家庭，職場，社群，教會等地方活現出來，
以致經過 100 多年後，有超過 50 的國家及地區，包括香港，已有超過 200 萬信徒及數以萬計的教會成立。
但願香港宣教會的牧者和信徒都同心努力，彼此建立，活出基督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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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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各部長

差傳部部長
趙偉榮牧師

社會服務部部長
陳汝生牧師

教育部部長
黃志鵬牧師

牧職部部長
張沛鏗牧師

作為堂會的帶領者，如何活出基督的生命
如何活出？先自己轉化

恩召堂堂主任周芝良牧師

信耶穌，就是跟隨祂，當活得像基督，這是基督徒的共同人生目標。活得像基督，
是不可思議的生命神蹟，成事在於聖靈轉化的恩典。活出基督般的生命，神悅納，
自己得益，身邊的人也受惠。說到如何活出基督的生命，屬於自己做到，才能分享
出來的「如何」之道，這類「如何」，我無法說出些甚麼來！可說的，惟有我先受基督影響，自己的生
命，才有可能影響別人的生命。
讓基督影響自己的生命，途徑之多樣化，遠超過我們能想到的。阻礙我們受基督影響的因由，各人不盡
相同。誰會阻擾我們「得著」基督的影響？我們的共同敵人是自己。請坦誠問問自己：「我到底多渴望
讓基督影響自己的生命呢？」另一個問題：「我渴慕活得像基督，於是我做了那些讓聖靈轉化生命的行
動呢？」只要認真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就明白自己到底有多大的破壞力量，阻礙自己的生命，受到基
督的影響。
如何讓基督的生命，影響我們的生命呢？請坦誠問問自己：
「在多久前，我用心的讀畢一卷福音書呢？」
問題二：
「在四卷福音書中，我有那一卷福音書是熟讀的呢？」問題三：
「耶穌那些言行，深深影響我的
待人處事呢？」
讓基督影響我們的生命，最基本最快捷的方法，讀福音書，若不認識基督，怎能受祂影響呢？深入的入
心的讀福音書，求聖靈藉耶穌的言行，轉化我們的心思意念，是直接有效受到基督影響的途徑。
生命影響生命，先受基督影響，活出基督的生命，我們的生命，才能影響別人的生命。這是我能說的老
生常談之話，也是我仍未得著，必須竭力追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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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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關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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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9 日爲澍剛、秀蘭最後一天在森速堂事奉日子(他們在
柬埔寨事奉 14 年，其中 7 年在森速堂)。之後他們返回香港
生活和事奉，並尋覓下一階段新事奉方向。

1.
2.

3.

4.

求神預備合適的教材並賜我智慧編寫 KIS 高中的
生命教育課程。
近來接觸了幾位有情緒問題的 KIS 學生，求神對
這些青少年的心說話，賜他們強健的心靈， 使他
們的心柔軟被神的愛觸摸和醫治。
四月及六月底需接待兩隊訪宣隊，求神使用訪宣
隊的服侍祝福柬埔寨人，並神的靈感動隊員，讓
他們看見差傳服侍的需要。部份本地中學生將參
與短宣隊的外展佈道活動，一同學習接待及佈
道，求神興起本地的青年信徒、建立他們的生命。
請記念兒童及青少年復活節聯合聚會，求神使用
聚會讓他們認識耶穌犠牲的愛及復活的大能。

柬埔寨工場
郭建蘭宣教士
(柬埔寨學生及教會青少年事工)

柬埔寨工場─徐而安姊妹(信徒宣教)
1.
2.

請繼續為學習柬語代禱，四月開始第三級課程，求主賜智慧與
能力在語言上有所增長。
請為變化迅速的本地社會禱告，失喪的靈魂尋找到美好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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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將有一隊 17 人的短宣隊在復活節期間來協助事
工，求神大大使用他們和有更深的體驗。
請繼續為建教會的經費和智慧禱告，亦特別為
建築工人信主禱告，求神打開他們的心眼看見
真光。
四、五月是菲律賓學校的暑假，也是最熱的季
節，除了例常的事工外，亦額外加潻暑期的事
工，請為同工們的身心靈和事工禱告。

總會同工名錄：
差傳主任：關志強牧師 差傳主任助理：陳慧儀傳道
行政助理(差傳)：劉景苓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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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月 1 日至 8 日恩光使團的短宣隊來訪，求主使用
他們成為福音的使者。也求主親自揀選工人來作
工，一同事奉我主我王。4 月 18 日會開始英文聖經
班，求主賜智慧寫教案。現有二位婦女報名，求主
帶領更多人來參加。也求主賜健康的身體服侍祂。
求主祝福我們的團隊，大家一起配答事奉，將最好
的獻給我主我王。求主賜合一的心，保守帶領我和
宇部教會的合作，不分種族，一起事奉主。求主開
路，可以在宇部教會建立國際團契聚會。
求主幫助日語在講、寫、聽、讀都有進步，能與日
本人溝通無間。更加溶入他們的文化，使福音更廣
傳。求聖靈開日本人的心，明白只有一位創造主，
並拯救主，願意悔改相信主耶穌。

日本工場─謝碧霞宣教士
(日本山口縣宣教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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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個月來多個家庭的成員感冒、咳嗽，無法參加小
組丶崇拜及主日學的聚會，求主醫治！
2. 為五月懇親一天遊的籌備代禱，這是接觸信徒未信主
家人的好時機，求主保守行程及安全，分享適切信息。
3. 為教會籌備七月尾暑假台灣屏東短宣的事宜禱告，包
括事前的招募、集訓、聯絡、聚會及活動安排。

1.

2.
3.

4.

請為我們在 Grinchenko 大學逢星期一
的英語小組禱告, 求天父感動人來參與
並打開心門接受福音
請為新生命小組內的組員能堅持出席聚
會、在主愛內茁壯成長.
請為我們的兒子(Alex 和 Andrew)在大學
裏的學習禱告, 求天父賜智慧和堅毅的
心, 讓他們靠主去克服學習上的困難
感恩 Shelley 的身體狀態良好, 求天父繼
續賜保守她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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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念他們三位孩子學習德文。
請繼續為定邦家庭在德國的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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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5 月中旬開始，Sokna 和 Nut 將正式全面牧養及帶領教會成長。求厚賜恩典的
聖靈賜給他們所需要能力和恩賜，並一份牧者心！
2. 差傳部跟 Sokna 和 Nut 的磨合配搭和坦誠溝通。共同爲福音事工的發展商議計劃
及實踐。
3. 今年教會主題<齊來事奉，我做得到！>(Let's serve Jesus, Yes! I do!)自一
月起啟動，第一階段有 18 人參與，計爲兒童 3 人，青少年 12 人和成人 3 人。如
經上所記:「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裏，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裏；若
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約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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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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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22/5

26/6

泰國及緬甸事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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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宣教會
1. 請為以下的會議及活動禱告
A) 12/4 平等機會政策及防治性騷擾政策
講座
B) 14/4 聯合洗禮
C) 27/4-1/5 教牧同工台灣交流團
D) 30/6 第 44 屆周年會員大會
第 30 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
2. 本會差傳主任助理及恩耀堂傳道 陳慧儀
姑娘已於 27/3 正式離職，求主祝褔帶領陳
姑娘未來的事奉。
3. 恩褔堂文楚君牧師將於 31/5 退休，日後將
轉任為該堂義務牧師。
4. 恩盈堂女傳道李玉珍姑娘將於 30/6 退休。

差傳部
1. 求主帶領澍剛、秀蘭家庭退出工場，安排
返港及相關適應，並帶領保守森速堂順利
過渡。
2. 請為 20-23/6 惠州平陵及沙逕探訪禱告，
求主賜福國內福音工作。
3. 求主賜福 14/7 差傳年會，主題：「承先續
傳：華人事工新一頁。」

衛道神學研究院
1.本院第十六屆畢業典禮訂於 2019 年 6 月 9
日(日) 晚上 7:30 假恩磐堂舉行。誠邀香
港宣教會各堂會牧者執事及弟兄姊妹參
加，共證主恩。
2.耶穌受難節聖餐崇拜將於 4 月 18 日(四)晚
上 8:15-9:30 假本院三樓禮堂舉行。歡迎
堂會牧者及肢體參加，一同領受主餐、靜
思主愛。
3.請為五月份舉行的院董會議禱告，求主賜
各院董有屬靈的智慧聘選新任院長及帶領
衛神的發展。
差傳部電子郵箱：hkecmission2014@gmail.com

社會服務部
1.請記念 4 月 6 日賣旗活動，求主賜予合適天氣，
各人平安及各服務單位同工能夠有精神體力。
2.求主保守所籌得的款項能夠幫助推展服務及中
人的開支。
3.各家庭中心亦籌備暑期活動，求主賜予智慧計
劃及執行

教育部
1.感謝主，本年春季信徒領袖裝備及培訓課程已於
26/3 完結，有九位領袖參加，來自兩間堂會。夏
季課程主題是教會行政與人事管理，由區伯平牧
師主講，求主使用。
2. 7/5 為同工培訓日營，請大家擁躍參與。

2.為 31/1/19 舉行第一次的獻身者團契禱告，主題
職場服侍，求主保守引領，鼓勵獻身者加入。

澳門區

1.仍為物色傳道同工代禱,求主預備及帶領。
2.為徐而安姊妹在柬埔寨的適應及學習柬語能力
禱告。
3.為區會眾人能上下一心,遵循主話,生命進步禱
告。

國際宣教協會
1. 請繼續記念西差會全球化改革的進程，好讓
差會能從任何國家差出宣教士到各國去。
2. 請為差會於暑期為具潛質的青年領袖籌辦更
新營會禱告，西差會宣教士 Kylie 將來港帶領
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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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堂會代禱事項

恩磐堂

1.為本堂 65 週年堂慶感恩！紀念恩情，繼往開來。在未來的日子，祈願全體會眾一起同心與教會領
袖共建委身基督，愛主愛人的門徒群體！
2.為執事團隊的合作，以及為本年事工計劃的實施代禱。祈願上主幫助恩磐家按祂的旨意發展，最
終全面變革成為一所「使命教會」（由大使命和大訓命所驅動的教會）！
3.為本堂建立的社區心靈綠洲—「1+1 心靈加油站」祈禱。求主引領恩磐家能在鄰舍之中作見證和
關懷服侍，並求聖靈引領未信的參加者投入教會、相信基督、作主門徒。

恩雨堂

恩典堂

1. 請為本堂聘請教牧同工及幹事代禱。

恩召堂
1.4 月 7 日舉行 59 週年堂慶感恩崇拜及愛筵，
求主保守各項愛筵的籌備順利，弟兄姊妹懷
著感恩的心彼此分享及參與。
2.求神預備弟兄姊妹的心參與受苦節崇拜，又
保守負責籌備的弟兄姊妹。
3.教育部將於第二季舉辦『得力半日操練』
，透
過安靜想神的說話，讓弟兄姊妹更多被神吸
引，與神建立親密關係。5 月份開始舉辦天
天讀經『使徒行傳』課程，求聖靈引導撰寫
資料及教導的周芝良牧師，又幫助弟兄姊妹
更明白及渴慕神的話語。

恩佑堂

1.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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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 19/4(五)晚上受苦節及 21/4(日)復活
節崇拜暨洗禮及轉會禮的預備祈禱；為受苦節
崇拜講員:曾立華牧師的信息禱告，盼望弟兄姊
妹能預備自己的身、心、靈出席受苦節及復活
節崇拜，以思念基督的受苦受死與復活。並為
將接受洗禮及轉會肢體的信心祈禱。
3.請為 12/5 母親節主日；16/6 父親節主日及
堂會暑期兒童及青少年活動的各項籌備代禱。

恩澤堂
1.感謝神！恩澤堂在神的恩典中，走過了 52 年。
2.感謝神！興起探訪組的同時，亦讓我們接觸到
需要關心的家庭。
3.感謝神！5 月 13 日的讀經日營，為我們預備
了合適的場地與講員，願弟兄姊妹都來參與
這筵席。

１. 請記念 4 月 19 日 (五) 晚受苦節炭拜聚會
及 21 日的復活節主日崇拜，願主的愛更大
大地激勵眾肢體愛主的心。
２. 請記念 5 月 12 日母親節佈道主日講員：高
景瑤姑娘，也願更多未信的母親和親友及
家人能應邀出席聚會，並得救歸主。

1. 感恩擴堂裝修工程，首期如期在 3 月尾完
成。感恩裝修設計組各成員盡心盡力長期徹
夜的工作。願主恩領 5 月及 9 月的另兩期工

３. 請記念 6 月 16 日父親節主日，願更多未信
的父親和親友能應邀出席聚會，並能早日
得救歸主。
４. 請記念蘇屋邨的外展佈道事奉，求主賜智
慧予負責的區牧，區導師能用合宜的方法
去接觸街坊，讓他們能到教會認識神。

程及資金的籌募。
2. 4 月初同工遷入新裝修的辦公室（較前細
小），求主讓各人適應，教會及社區服務團
隊有美好的配搭。
3. 6 月執事會退修營。是新一屆執事的首次宿
營，求主賜福籌備及參加者有得着。

各區區牧名錄：
九龍東─何漢麟牧師
新界東─陳月嫦牧師

九龍西(一)─李保羅牧師
新界西─張沛鏗牧師

恩基堂

九龍西(二)─陳建超牧師
港九區─黃志鵬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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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盈堂
1. 今年是恩盈堂 40 週年，主題：
「愛‧建立」
，請為堂慶籌委祈禱，讓他們有能力、智慧和去籌備，
求主加力。
2. 感謝神！本堂張月柳姊妹和趙玉蓮姊妹將於 14/4 參與總會聯合洗禮，一同見證神。
3. 為兒童主日學老師的承傳祈禱，求聖靈感動肢體有渴慕教導的心，使兒童從小教習聖經，靈命受
造就。又為兒童的家長祈禱，求主使他們明白學習聖經比考試和補習重要。

恩褔堂
1.2-3 月已完成三講衛斯理牧養神學。
2.5-7 月新一輪社區服務。
3.本堂 6 月起傳道同工的人事變更。

恩全堂
1. 請為恩全堂四月份一連串舉辦的各項活動禱告，原
主藉著不同的活動讓弟兄姊妹更火熱去佈道及帶領
更多人歸入基督。

恩霖堂
1.
2.
3.

4 月 28 日教會會友大會，求主賜福順利及肢體更能了解教會財政情況
4 月 19 日復活節愛筵晚會，求主與我們同在及有所領受
5 月 18 日(六)下午時候，有 diy 工作坊，並接觸家庭中心會員，求主賜福。

恩光堂
1.請記念恩光堂 4 月份開始，每逢星期五的第四週晚上有禁食祈禱會，求主讓弟兄姊妹能積極參與，
並透過禱告，復興教會。
2.請記念 4 月 19 日教會舉辦默想聚會，求主讓弟兄姊妹有美好的經歷。
3.請記念母親節、父親節的福音聚會，求主讓弟兄姊妹未信主的父母能經歷主的拯，並盼望弟兄姊
妹能積極邀請父母參加，亦求主使用當日的講員，讓神的話語能進入未信者的生命當中。

恩田堂
1. 請為「恩田鄰舍服務中心」禱告。求主保守相關的行政手續能順利完成，6/4 是賣旗日，求主感
動弟兄姊妹身體力行參與當日的行動。
2. 14/4 復活節福音主日及懇親聚餐，求主大大使用當日的講員周建基傳道，求主感動弟兄姊妹積極
邀請親戚朋友赴會，弟兄姊妹與新來賓有好的相交。
3. 13/5 事奉人員退修日，求主讓事奉人員能安靜默想與主有深入的相交，事奉人員之間也有輕鬆愉
快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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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溢堂
１.使信徒成為主門徒的決心、成為倍增的服侍者，貢獻社區。
２.為教會領袖當剛強壯膽，帶會眾不住進求成長、成熟及委身基督的生命。
３.第二季事工：４月７日閱覧中心主日、４月２０日兒童親子日營、５至６月事工籌劃。

恩耀堂
1. 請為三福隊長及隊員禱告，求主使用，讓更多人聽信福音，得蒙救贖。
2. 請為母親節及父親節福音主日禱告，求主賜福弟兄姊妹，領人歸主

恩言堂

恩晴堂

代禱事項
1. 為到堂會經濟需要，求主使用 3 月 31 日（日）
下午 2:30 舉行「為主見證步行籌款」
，用於社區
服侍，一同見證神是供應的主。
2. 求神使用 4 月 6、13 日（六）下午 1:30-3:30
及 4 月 18 日（四）下午 2:20-3:30 護老院院舍
復活節福音聚會，將長者帶到主面前。求神預備
義工人手，同心服侍，傳揚福音。
3. 求神使用 4 月 21 日（日）復活節主日及崇拜

1. 感恩有 14 位肢體在第一季接受栽培員訓練。

後 12:15 舉辦「癌，不可怕」防癌講座；另 5 月
21 日（日）崇拜後 12:15「養生湯水防三高」，
服侍坊眾。
4. 求神賜福 5 月 26 日（日）崇拜中舉行「基督
少年軍 358 分隊立願禮」
，帶領少年人生命成長。

5. 30/6 洗禮班開課，求主感動會眾受洗加入教會。

資源推介
1. 5 月 1 日（三，公假）舉行讀經日營，時間
劃分上午 10:00-12:00 由凌民興牧師帶領探討
聖經祈禱教導；下午 2:00-4:00 由戴志雄先生帶
領祈禱操練實踐。費用全免，歡迎報名。

恩道堂
1. 請為敬拜隊祈禱
2. 請為新信的朋友祈禱

2. 19/4 早上在屏山辦公室舉行受苦節培靈會。地
方有限，求主賜福使用。21/4 復活節崇拜有感
恩見證環節，求主感動會眾述說主恩，榮神益
人。
3. 28/4 會友部主催教會探訪日，求主預備受訪家
庭和探訪隊員。
4. 7-8/6 差關小組主辦[澳門宣教歷史遊]，求主賜
福使用，又保守參加者旅途平安。

RiverGrace
1.感謝主許寶山傳道正式成為香港宣教會同工,
請記念未來數月堂會領袖的交接。
2. 感謝主的信實, 賜下智慧讓我們能勝過牧養
中的挑戰。
3. 請為委內瑞拉的政局動盪禱告, 我們當中許
多西班牙語信眾都來自那裡, 他們還有不少
親友仍留於當地， 同樣, 有許多非洲國家亦
面對不少政治問題。

10

神學生分享─李嘉雯（香港宣教會恩佑堂）
踏上裝備的路，有很多新的挑戰和發現，在恆常戒毒中心的探訪佈道中，接觸了一群弟兄，初接
觸他們時，比較冷漠、對談及信仰不感興趣，在面對中年男士，更深發現自己不懂得打開話題；
雖然每次出隊都帶著一份期待，但出隊過後，總會帶著一份失落感，然而，這些佈道練操卻讓我
發現自己有更多需要努力成長和仰賴神的地方。
直到有一次，在佈道團的事奉中，有機會分享我的得救見證，我也被問及為什麼我要選擇走上全
職事奉的路，我的回應是：因為天父好愛你和我；從前我曾多次拒絕祂的愛，今天我在祂的愛中，
也好想讓別人也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奇妙的是，自那次起，那些佈道對象的態度開始改變，願意更多談及信仰的話題，甚至分享他們
的一些信仰的迷思與掙扎。深信這是神在人心的作為，願父繼續作扭轉人心的工作並叫祂因此而
得榮耀。

李嘉雯（香港宣教會恩佑堂）
建道神學院 道學碩士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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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財政簡報 (2018 年 1-12 月)
累積收入
1

各堂會費

2

堂會/信徒奉獻

3

其他收入

4

植堂儲備奉獻

HK$

HK$

總會報告

2,839,110.00
69,016.30
773,044.54
0.00

總收入

3,681,170.84

同工總數: 64
全職同工:44
部份職同工:8
義務同工:12
(截至 1/3/2019)

累積支出
5

人事支出

2,379,747.59

6

醫療/勞工/第三者保險

306,616.85

7

聚會/會議/各部支出

111,393.10

8

總會經常費

420,764.73

9

撥款予差傳基金

229,287.00

10

撥款予教會發展基金

30,000.00

11

撥往「總會辦事處重置基金」

177,444.38

總支出

3,655,253.65

2018 年 1-12 月共盈餘

25,917.19

教育部獻身者團契
日期

題目

28/3

社褔機構

分享講員
劉學雲先生

對象：
考慮全職及帶職事奉的獻身者

(特殊教育老師)

30/5

文字牧養

吳國雄先生
(基道出版總監)

25/7

教會牧職

陳啟興牧師
(前播道會窩福堂堂主任，現職銀行同業福
音團契總幹事)

26/9

宣教

陳偉成牧師
(前烏干達宣教士，現為香港華人褔音普傳
會香港辦公室主任)

28/11

神學裝備

鄭振耀先生
(香港宣教會恩言堂堂主任，兼任衛神客席
教授)

成立目的：
跟進及激勵本會獻身會眾事奉
神，讓獻身者彼此鼓勵代禱，一同
探索不同服侍的渠道，並提供資
訊。
地點：總會辦公室
形式：隔月一次舉行團契聚會
內容：1.敬拜
2. 事奉及裝備分享
3. 彼此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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