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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汝生牧師
(恩霖堂堂主任)

我們作為信徒應有社會當盡的本份，信徒基於對真理的認識盡責地活出地上國民的本份外，更盡
力關切社會，不是因為要顯明自己是基督徒特殊的身份而關懷 ，乃是因我們是蒙救贖者而關切。關
切的本身不是一個工具，也不是一個目的，乃是生命自然的流露。
聖經教導我們關懷社會，在律法書中有不少是關顧到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如安息年、禧年及落穗的
規定)。耶穌基督要求愛人及愛仇敵的教導，我們也會明白關顧弟兄中最小的就是關顧神，而弟兄不
只是指基督徒。如果信徒應該關心的社會關懷，可分成為三個層面來投入參與：禱告、關心及行動。
一．禱告代求
當我們每天從新聞聽到世界所發生的事或社會的議題(例如：核武、環
保、人權、就業失業、種族歧視、貧富懸殊、離婚或同性伴侶等)。我們有
沒有注意到這世界陷入每況愈下的情況，我們有沒有以「耶穌基督的心為
心」發出代禱的聲音。信徒為香港持續守望禱告，把每日的新聞和所看見
的事情，轉化為代禱的事項。雖然知道未必「明天會更好」，但可擁有那
憐憫的心腸來祈禱。正如亞伯拉罕為住在所多瑪、俄摩拉城的羅得禱告(創
世記 18:22-33)
二．關心關注
不同的地方教會可以聯合起來，多為社會上的無聲者或是弱勢社群發聲。動員眾教會的力量關
心被忽視的群體，讓社會上多點愛。教會可鼓勵信徒做一個好鄰居，讓自己所居住地方的人感受到
愛，也為他們帶來多一點的幸福感。信徒切實在社區中做好一個良好公民的榜樣，也多些關心自己
的鄰居、朋友、親戚、家人，讓關懷的氣氛在社會上不斷增加。
三．行動回應
雖然改革宗的教會在政治的立場上，主張政教分離，但這並不代表教會完全可以不理政治和民
生。在香港的處境，教會的力量雖然顯得微少，但微少的力量也可以被上主化為大用。主耶穌用五
餅二魚使五千個人吃飽的神蹟。微少的力量在主耶穌手中也可以帶來極大的效果，起碼可以為身邊
四周的人帶來多點愛。教會可發揮作為先知的力量，多行動，讓這個社會看見主耶穌能帶來盼望吧！
四．總結
如果要參與社會關懷，必須有足夠的專業知識。教會的信徒可以發揮各自的恩賜、負擔和專業，
組成不同的社會關懷小組，例如：探病小組、濟貧小組、種族關懷小組、環保小組等等。當然信徒
參與社會關懷的時候，也要有勇有謀「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畢竟，社會關懷的複雜度和難度，
都是相當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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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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主任分享
『堂會對社關工作的參與及展望』
恩田堂
羅樂華先生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路 10:25-37) 神的
大誡命，在主耶穌所講的比喻的撒馬利亞人實踐了。
「盡心」：撒馬利亞人將神的誡命藏在心裡。
「盡性」：撒馬利亞人以神為首。
「盡力」：撒馬利亞人為受傷的耶路撒冷人療傷包裹、送他去旅店、全數支付旅店的費用。
「盡意」
：撒馬利亞人所療傷的耶路撒冷人就是猶太人，撒馬利亞人與他們不相往來，猶太人甚至藐
視、鄙視、敵視撒馬利亞人，不過這撒馬利亞人衝破內心的仇恨掙扎，他順服施行憐憫、
救治那受傷的猶太人。
受傷的猶太人是撒馬利亞人的鄰舍，撒馬利亞人卻願意順服作他的鄰舍。
疫情底下、在一罩難求底下，長者、清潔工人，他們是恩田家的鄰舍，我們卻如何成為他們的
鄰舍？感謝神！我們從不同的自願團體、基督教團體和有愛心的肢體獲得某數量的口罩，我們進入
他們當中、也邀請他們來到教會，我們送上口罩、防疫物資，他們面露笑容，流露著感激之情，我
們也心存感恩，有福成為他們的鄰舍。進入人群當中，起初我們都有點作難，我們依靠主克服內心
的掙扎，祈禱之後就盡力盡意地實踐。
神將一班街坊賜給我們作禮物，我們與他們保持連繫，邀請他們參加聚會、探訪他們，將耶穌
是神是救主的道向他們闡明，祈望他們成為神國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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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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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溢堂自立堂慶主日祟拜致詞
黃志鵬牧師
在此謹代表香港宣教會祝賀恩溢堂自立，自 1995 年恩溢堂成
立，至今已 25 年，大家期待已很久，能夠出席見證恩溢堂的自立，
是神的恩典。
在總會送給恩溢堂的祝賀牌匾中，鼓勵大家「務要傳道」
，片
語出自提後 4:2「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
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這是保羅給
提摩太的囑咐，這囑咐是在神及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
前說的〈提後 4:1〉換句話是提醒讀者，將來我們在這方面的表現要在神及基督面前
交帳。
「務要傳道」的「道」，就是「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
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 3:16)。保羅指出「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
，換
句話是我們無可選擇，必定要傳，因為福音對象的反應，不是由我們作主；但傳講與
否，則是你我的決定。保羅又提醒提摩太「總要專心」，因為人容易有旁騖，但傳福
音是重中之重，因主耶穌降世為了讓人有機會跟神重建關係。教會存在的目的，是要
承傳主的使命，將福音傳遍世界。但今日有很多基督徒都心有旁騖，以致將政治、民
生、成就決凌駕於人的屬靈需要，而不專心傳道。
「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當中指出傳道的
內容要「責備人」就是讓人知罪認罪、
「警戒人」就是讓人知道罪帶來的後果、
「勸勉
人」就是要人悔改歸回神，過新生命新生活。
傳道要用「百般的忍耐」
，因為忠言逆耳，未必人人願
聽。甚至反對、爭辯及攻擊，因此傳道就要有耐性。用「各
樣的教訓」去傳，因為神的道是的活潑的，不是傳講規條，
傳道人必須多花心思去傳揚。
上面的教導不只是向傳道同工說，而是包括教會的每
一位信徒。傳道人固然要傳道，否則是不務正業；但基督
徒不傳基督的福音，亦是不乎其名。
因此希望恩溢堂的各位弟兄姊妹，讓我們一同立志
「務要傳道」
，將福音帶給身旁每一個人。

總會同工名錄：
差傳主任：關志強牧師
行政助理(差傳)：劉景苓姑娘

3

同工園地
李榮鳳師母

退休感言

我是香港宣教會人——70年代在香港宣教會恩典堂信主和受洗；在
香港宣教會聯合青年營中蒙召；神學院畢業後返母會及OMS 作傳
道……一直對香港宣教會有著感情和歸屬感。
之後隨夫往美國進修及牧會有14年之久。25年前返港分别在兩所神
學院事奉。特別這十五年來因在衛神事奉，得香港宣教會邀請作義務
傳道，能在事奉上再次與香港宣教會結連，實在感恩！
今年9月1日我在衛神正式退休，同時也退出香港宣教會義務傳道之
職了。
四十多年的事奉生涯，因著神恩賜我的機會，能夠以各種形式和角色在多間堂會參與帶領牧
養事奉，當中的體驗及學習既豐富又深刻。在緬懷過去事奉日子的同時，也累積了我的退休
大計：
A. 退休了⋯⋯我需要斷、捨、離
1.

斷——斷去心結：退休後我要接納我和服侍群體的關係已經不同，他們需要跟從新

的帶領者。雖然大家過去建立了美好的關係，但我已經不再是他們的直接牧者。這個心結要
斷去，才會對各方有益處。
2.

捨——捨棄權位：在事奉崗位多年，難免擁有某些權力(俗語說在教會的江湖地位)。

我退休後，不應該再戀棧權位。唯有肯退下捨棄，江湖才會不斷有新氣息和新發展。
3.

離——離開放手：要離開服侍多年的群體並非容易，但我作為神的工人，應看重主

人的安排。退休後我要放手又放心...…因這是神的工作，祂既差派了新工人接任，我又何需
再插手擔心呢。
B. 退休了⋯⋯我更需要追、逐、尋
1.

追——追求與上主更親密：過去難免多為著群體和事工的需要而親近仰望依靠神。

退休後，我要追求個人靈命更單純地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更直接地聆聽神對我訓誡的話語。
2.

逐——逐步與家人更緊密：過去因事奉忙碌無奈忽畧了伴侶和家人。退休後，我要

主動逐步與我的伴侶及家人建立更緊密的關係，享受神所賜給我的家。
3.

尋——尋找事奉的新一頁：事奉形式可以不斷改變。退休後，求神幫助我尋著

新一頁的事奉生活.....尋索對我的靈命、生活，並對人、對事、對己有質素的學習和事奉機
會，繼續追尋事奉的樂趣和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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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笑紅牧師(總會義務牧師)
~再續衛神情~
2008 年初，我首次接獲李保羅院長邀請擔任客座老師，教授我專
修的教牧輔導有關課程，我以戰兢的心情開始在衛神義務事奉。超乎我的想像，我是那麼熱
愛這教職；我感到能夠有份培育一班願意委身作牧者及教會領袖的學生，是多麼有意義！往
後幾年，我十分珍惜每一科的授課，並熱衷關懷及輔導有需要的學生，這些服侍帶給我很大
的滿足感，並深切將來可以正式入職衛神。
2010 年初，我卸下總會總幹事職，全時間進修教牧學博士課程(主修教牧輔導)。
2013 年中我畢業了，8 月我正式接受衛神聘任為「助理教授」兼任「學生輔導」職。我帶著
感恩興奮的心懷展開在衛神的事奉。感謝主在我年老時期，給我寶貴的機會參與神學教育。
2018 年 7 月，我已達退休之年(65 歲)。超乎我所期盼，緊接我退休之時，得蒙李院長
繼續委任為「義務輔導主任」之職，並以客座老師的身份在衛神繼續任教，感恩！
2020 年，我已年屆 67 歲，已決定 7 月開始要退休了! 然而，這一年，我們敬愛的李牧
師師母於 6 月及 8 月相繼退休，離別學院，此時神預備了陳國平牧師博士於 6 月中接任衛
神院長一職，我們滿心感謝主的預備! 新院長乃外子湯牧師於 1976-1980 年建道神學院同
班同學，因而我也認識他超過 40 年，是一位神相當重用的牧者! 我也從未想過，新院長竟
熱切的再三邀請我考慮重新正式入職衛神!
對我來說，再度入職，實在是不可能的事；看我這年紀，我還能為學院做到些甚麼呢? 況
且我已計劃好退休的生活，能否作出如此重大的轉變! 然而天父的旨意實在奇妙，祂的意念
高過我的意念! 就在 5 月 14 日早上，我的心靈為著會否再度入職衛神而不能平靜；那時，
外子突然提說：「迦勒 85 歲仍然那麼進取，妳也可以的!」這天早上，我們靈修看約書亞記
14:8-15，心中很得鼓勵；這一刻望向家中的飾柜，眼前一亮，就是一隻帆船寫上一節金句：”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Mat 19:26)。感謝主！給我如此寶貴的應許！
笑紅明白，真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已於 7 月中起重新作入衛神，以半職擔
任「副教授」的教職，並兼任學生事務主任等職。再續衛神未了情! 求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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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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郭建蘭宣教士

柬埔寨 - 徐而安姊妹

(柬埔寨學生及教會青少年事工)
1. 請記念十月 Jess 及而安

(信徒宣教)
1. 柬埔寨疫情的情況暫時受控，但近月來爆發基孔

順利回到工場、並準備

肯雅熱，有兩位香港宣教士亦受感染，

開學。

目前接近康復。請為此禱告記念。

2. 請記念森速堂聘請新傳

2. 請為我準備十月廿五號返回柬埔寨的航班禱

道同工及領袖培訓工

告，原訂九月份的直航航班均取消，現需

作。

先飛往首爾再轉機回金邊，求主帶領。

3. 新學年 Jess 仍會擔任

3. 為柬埔寨學校與教會聚會逐漸回復正常，求主繼

KIS 宗教科主任，求神賜

續帶領及保守。

下異象及火熱的心帶領
同工及師生傳揚基督。
4.述職期間有兩次短暫休克，請記念 Jess 的身體。
5. 十一月「跑孩」將參加柬埔寨國慶馬拉松，請記
念跑步事工及信仰生命的培育。

菲律賓工場 - 麥道為、鄧肖蓮宣教士家庭(佈道植堂及籃球外展事工)
1. 請為菲律賓疫情祈禱，現在仍然以千計上升，至今已 27 萬，不過死
亡人數只是四千多，請代禱。
2. 由於疫情緣故，我們仍未能恢復在教會內的聚會，同工們和 Mark 在星
期二至日到貧民區探訪、教導聖經，每星期用三、四百張圖畫给小孩
子填色，他們的母親也一起參與活動，求神使用我們，將神的話語傳
揚，亦為我們的健康和安全禱告。
3. 請為四位男同工祷告：两位在網上繼續第四年神學課程，另外兩位在教會實習，求神保守網絡沒有問题，
和有智慧在神學院和實習中學習。
4. 請為我們的女兒 Rainbow 和她丈夫 Chris 禱告，他們在美國生活，求神賜他們智慧如何在嚴重的疫情和種
族問題下，可以成為更多人的幫助，為神發光。

日本工場 - 謝碧霞宣教士(日本山口縣宣教事工)
1.

因疫情的原因，今年教會很多活動都要暫停。但感恩因為我們在宇部不是大城市，
所以仍然可以維持崇拜及一些小組活動如英文聖經班、青少年小組、婦女慕道查
經班等等。求主止住疫病。

2.

主的意念比我們高，疫病之下我可以和大家用 ZOOM 等聯絡起來。並且享受各神學
院及機構的 ONLINE 學習及培訓。求主使我們明白祂的旨意，以更新的心去跟隨主。

3.

求主感動更多人關心差傳並呼召工人加入差會來日本傳福音。很希望有香港或中
國的同工一同拓展華人事工，求主預備。

4.

為我好好準備 12 月回港述職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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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會所支持宣教士代禱事
烏克蘭工場 – 馬素倫宣教士家庭
項
(烏克蘭大學生小組事工)
1.請為我們在大學舉行的英文班禱告，因疫情關係，大學轉為網上授課，
我們也需要用網上開英文班，求主帶領更多人來參與並願意打開心門，
探討聖經及認識耶穌。
2.請為我們的年青領袖（Mary, Julia, Slava, Daryna, Ilona）禱告，求天父
使用他們的生命見證，帶領家人和朋友歸信主耶穌。
3.請為我們的兒子們禱告，年幼的兩個還在大學階段，求天父賜他們智慧和能力學習。也為大兒子
剛畢業，準備進入下一階段禱告，求天父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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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工場 - 梁祖永、杜燕玲宣教士家庭(澳門教會事工)
1. 繼續為氹仔堂主日學老師祈禱；因疫情，香港來的支援隊未能來幫忙教主日學，弟
兄姊妹要起來擔任老師或助教；人手緊絀之餘，又未有培訓，求神幫助老師提高自
省及學習新事物能力，曉得如何有效教導兒童。
2. 這兩個月來，教會多了幾位新朋友新人來崇拜，求神幫助我們可以和他們接觸，了
解他們的需要，他們又願意開放自己，以致我們可以彼此建立，在這裏一同成長。
3. 因為回香港和返澳門都需要分別隔離 14 天，(合共 28 天）不方便燕玲回香港覆診，
所以改在澳門就診，在澳門買藥，吃的藥正在試用中，希望可以很快調節到，達到
醫療的功效。

德國工場 – 蔡定邦宣教士家庭
(德國華人留學生事工)
1. 請為我們所在的弗萊堡團契祈禱，去年至年初在中餐館聚會，後因
疫情緣故不能繼續，改為網聚或在公園聚會；冬天快到，現正向一
些德國教會借用地方，求主預備。
2. 疫情期間大部份聚會已改為網聚，最近接觸了同州一些查經班，並順利帶領一次，反
應良好，往後將會在當中作更多服侍；下月應邀到慕尼黑一間教會講道，求主賜下合
宜信息。
3. 我們一家 3 人於暑假回港探望家人，為小兒子換領證件。並已返回德國一切平安，
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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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工場 – 陳少平宣教士家庭
1. 現時比利時出現第二次疫情，最近每日均有千多人確診，求 主
止息疫情，賜政府智慧制定防疫措施。
2. 因疫情關係，魯汶大學暫時不租借地方給教會作主日聚會之用，
求神幫助我們找到合適的聚會地方；
3. 求神賜智慧安排各類的網上聚會，包括主日崇拜，團契，查經及祈禱會等，藉此堅立弟
兄姊妹的信心；
4. 由於疫情已持續半年多，有些弟兄姊妹經常在家，感到情緒低落，失眠等，求主幫助我
們去關心他們，讓他們經歷主的平安及力量；
5. 比利時的中小學九月份恢復實體學習，兒子寧風就讀的中學最近有一個學生確診，引發
學生及家長憂慮，求主保守學生的健康及止息病毒在校內擴散；
6. Anna 母親腦退化日漸嚴重，已申請一名印傭來港照顧母親，但由於疫情關係，申請簽證
需時，現仍未有消息，求神保守申請順利，讓印傭能盡快來港照顧父母。

柬埔寨宣教會
森
速
堂

活
動
推
介

最新動向及代禱事項

1. 感恩教會於 12/9 起恢復崇拜及聚會。
2. 為教會聘請傳道同工禱告，4/10 將安排候選同工
試講。
3. 為教會同工持續進行家訪，關心社區鄰舍的需要
禱告，求主使用。
為繼續安排小組浸禮班禱告，今次希望有 4 位年
青人參加。

網上同步進行

差傳部電子郵箱：hkecmission2014@gmail.com

８

各部事工與代禱
香港宣教會
1.

恩磐堂成立「恩磐愛鄰舍中心」並已加入本會社會服務處，求主使用。

2. 聘任新總幹事已有合適人選，侍手續處理妥當就可公佈，願主使用新總幹帶領本會走向新里程。
，，
3. 第二期保就業計劃申請已遞交，求主讓有關津貼可助堂會渡過今年的經濟困境。
4. 就本港疫情緩和，本會各堂將重啟實體崇拜，求主保守帶領。

差傳部

1. 請為兩位宣教士(郭建蘭及徐而安) 十月能夠飛返柬埔寨禱告，求主帶領，幫助 宣
教士順利到埗，滿有平安。

2. 趙偉榮牧師於十月底前往倫敦華人宣道會牧會，在當地服侍海外華人，求主保守適應，領人歸主。
3. 關志強牧師於十一月接任差傳部部長，求主看顧，賜智慧及能力，牧養宣教士及宣教門徒，帶領
各項事工。

教育部

1. 6/10/20 將舉行同工培訓日營。主題是「同
心建立團隊」，由宣道會屯門堂

社會服務部

1. 請記念各服務
單位在零經濟

的堂主任游淑儀牧師主講，求主使用。

收入下，仍然能堅持運作。

2. 冬季信徒領袖課程，將於 3-24/11 開辦「幼兒及家長(年

2.

服務單位繼續忠心服侍社區有

青伉儷)事工，由容慧燕傳道主講。求主使用。

需要的人

3. 門徒裝備組將在 29/10 邀得正生書院陳兆焯校長跟大家
分享「福音戒毒事工」的參與，求主使用。
4. 請為將開課的神學生代禱，求主祝福新一學年的學習。

澳門區

求主保守在這疫情之下，各個

3.

求主給我們智慧，讓我們能在
疫境之中尋求更多出路。

1. 為區會會眾屬靈生命能經得起考驗禱告，各人能剛強及進步地成長！
2. 為新一屆理監事會成員禱告，各人能全心投入事奉當中。
3. 求神賜下合適的牧者傳道，帶領聖工。

國際宣教協會

1. 請記念歐萬斯牧師師母適應在美國的退休生活，享受兒孫樂。
2. 請記念菲律賓女牧者 Irma Gonzales，即將以宣教士身分申請來港的簽證
批核。

1. 感謝主為本院預備了資深牧師陳國平博士為新任院長，已於 2020 年 6 月
16 日上任。求主大大使用陳院長帶領衛神邁向新的里程。
前院長李保羅牧師與李榮鳳師母先後於 7 月 1 日及 9 月 1 日起正式退休。求主賜福李牧師伉儷退
休後的生活。
本院前「輔導主任(義務)」陳笑紅牧師於 7 月 16 日起再受聘任為半職「副教授」兼「學生事務主
任」，求主加能賜力給陳牧師的事奉。
本院 「第十七屆畢業典禮」因疫情影響，暫改於 2020 年 11 月 22 日(日)下午四時假中華基督教
會長老堂舉行。誠邀宣教會各堂牧者肢體出席，共証主恩。本屆有 14 位同學畢業，願他們的生
命及事奉蒙主賜福使用。
請為秋季課程禱告：因應著疫情原故，學院會按政府頒布之限聚令安排 Zoom 網上授課，並按實
況恢復實體上課。求主保守各老師及學生適應，並求主讓同學們的知識與靈命均有增長。
請為本院教授及同工的需要代禱，求主預備。

衛道神學研究院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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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西(二)─陳建超牧師
港九區─黃志鵬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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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財政簡報 (2020 年 1-5 月)
累積收入

HK$

1 各堂會費

2020 年各部部長

HK$

981,500.00

2 堂會/信徒奉獻

33,810.00

3 其他收入

牧職部部長
張沛鏗牧師

249,917.95

4 植堂儲備奉獻

0.00

總收入

教育部部長
黃志鵬牧師

社會服務部部長
陳金蓮牧師

差傳部部長
趙偉榮牧師

1,265,227.95

門徒裝備組

累積支出
5 人事支出

842,308.80

醫療/勞工/第三者/
6
社團責任保險

351,693.54

7 聚會/會議/各部支出

68,682.70

8 總會經常費

成立
目的:

199,194.64

9 撥款予差傳基金

33,134.64

10 撥款予教會發展基金

12,500.00

總支出

1,507,514.32

2020 年 1-5 月共不敷

(242,286.37)

跟進及激勵本會獻身會眾事奉神，
讓信徒彼此鼓勵代禱，
一同探索不同服侍的管道，
並提供資訊。
對象：願意以生命事奉神的信徒
地點：總會辦公室
形式：每月一次舉行團契聚會
內容：1. 敬拜
2. 分享
3. 彼此代禱

主題分享

堂會消息

日期

題目

講員

29/10

福音戒毒

陳兆焯校長

九龍西（一）
恩
磐
堂

1. 請為本堂全體教牧同工編寫明年的事工計劃，以及相關財政預算禱告。在疫情的衝擊下，求
主讓本堂的領袖，繼續捉緊上主賜給我們的使命宣言：「共建委身基督，愛主愛人的門徒群
體」；縱然在經濟的挑戰下，仍然以信心回應上主的囑咐！
2. 請為本堂在 11 月份改選執事的需要禱告。求上帝揀選愛神愛人，又能配合現時恩磐家領導
團隊的異象與方向之弟兄姊妹出任執事候選人。
3.
4.

RiverGrace

1. 記念因疫情關係而受影響的弟兄姊妹：有肢體身在

異地，因未有航班而一直未能回港；也有作為家傭
的姊妹，因疫情緣故而多月未能放假休息。求主賜
下平安。
2. 記念患病肢體，求主醫治。
3. 記念 RiverGrace 預備明年 2021 的計劃。

總會報告
同工總數: 51

全職同工:34

部份職同工:8

恩
田
堂

1. 2020 年教會的主題是「抓緊神
連繫人」
，求主帶領弟兄姊妹首先盡
心竭力與神建立美好的關係，繼而
彼此相愛和勇敢去佈道。
2. 執事們現正努力制定明年的各部計
劃，求主賜他們智慧、聖靈引導他
們。
3. 聘請新同工現正進行中，求主賜下
一位積極主動委身女同工牧養青少
年和職青。

義務同工:9

(截至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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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西（二）
恩
澤
堂

恩
佑
堂

1. 感謝神！雖然在分隔的日子，教會的肢體，
仍能透過網絡彼此連結，因為沒有甚麼能叫
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
2. 過去半年，小學功輔班與家長事工接近停頓，
隨著學童回校上學，希望能再次起動。
3. 恩澤堂是所在在大廈的立案法團成員 請
為 9/10 召開業主大會的工作籌備 禱告，
這次會議將選出新管理公司。

恩
基

堂

1. 感恩疫情稍退，求主保守堂會恢復崇拜
及聚會的同時，會眾團契、敬拜主及傳
福音的心可以火熱起來。
2. 求主祝福鄰舍在經濟差或困境中，能夠

被基督徒及教會接觸到，施予援手，

見到基督。

1. 請記念疫情下不能參與現場聚會的弟兄姊妹之靈命狀況，求主保守他們對主仍有火熱的心，

靈性穩健祈禱。

2. 請記念恩佑堂推動全教會禱告及佈道運動，名為「領羊運動」
，目的是先為佈道對象祈禱，

之後邀請參加佈道聚會認識福音。

3. 請記念牧者，眾執事，部長，區導師及組長們，都有從神而來的共同領受，同感一靈的按神

心意服侍社區的未得之民。

九龍東
恩
盈
堂
恩
溢
堂

1. 本堂執事會努力完成的未來 5 年計劃，已於 19/9 執事會中通過，請代禱。
2. 受疫情共和社會政治環境的影響，有好幾位肢體已送子女出國讀書，求主保守他們能適應
新生活，並持守美好的靈性。
1. 為 9 月 13 日已順利選出自立後首屆執事感
恩，求主叫我們合一聖潔。
2. 為 9 月 20 日自立慶典暨崇拜感恩，在往後日
子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3. 為 9 月 26 至 27 日同工、堂委及新執事退修計
劃日，祈求主賜我們有親密的相交，聖靈裡禱
告。

再次展開，也保守學生和所有教
職員身體健康平安！
2. 求主帶領教會能夠早日順利開
始實體崇拜。
3. 保守新同工加入，彼此互動配
搭。

港九區

。

恩
召
堂

恩
浩
堂

1. 記念學校福音工作在復課後能

1. 為恩召堂來年所推行的屬靈操練

小組禱告，求主藉此復興弟兄姊
妹的生命。

恩
雨
堂

1. 請為聘請教牧同工禱告，求主預備。
2. 籌劃 2021 年事工計劃，求神給智慧和能力
予執事及肢體。

1. 感謝神！帶領楊鳳儀姑娘來本堂服侍約 3 年，因 10 月開始全時間進修，已於 9 月份起
離職(部分職)，求神賜福楊姑娘前路！而 9 月起帶領容慧燕傳道參與本堂團隊(部份職)，

恩
言
堂

負責兒童和家長工作，求神幫助容傳道適應和投入崗位。
2. 請記念疫情下，兒童事工(多元智能班)和基督少年軍新學年的服侍，求神帶領。
3. 10 月 18 日為基督少年軍頒章禮，求神保守，在疫情下能夠順利舉行。
4. 12 月 20 日為聖誕主日，在新會商會學校禮堂舉行，下午舉行「多元智能畢業禮暨小型嘉
年華會」，求神賜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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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
恩
霖
堂
恩
全
堂

1. 新一屆的執事選舉，求主賜予合適及熱愛服侍的肢體作此領袖的角色。
2. 求主保守教會的小組的事工及彼此關係，能夠建立造就和活力的小組生活。

1. 香港疫情雖然轉好，但求主繼續帶領香港，無論身心靈都得到神的祝福安慰。同時求聖靈教
導我們可以在這大時代中學習成為基督的樣式，如何實踐大使命去愛人，成為漆黑社會中的
一道光。。
2. 為來年恩全方向祈禱，求神賜智慧在末世的日子如何帶領弟兄姊妹行在神的心意當中。

恩
錫
堂

1. 請為 12 月份聖誕福音事工祈禱，求主賜智
慧及帶領。
2. 請為明年事工籌備工作祈禱。
3. 請為恩錫鄰舍中心 10 月步行籌款及各項預

恩
光
堂

1. 請記念幼兒學校能夠於 9 月 29 日全面
復課，並保守學生和所有教職員身體
健康平安！
2. 求主保守教會能夠早日順利開始實體崇

拜、小組和團契，並讓弟兄姊妹身、

備工作祈禱。

心、靈健壯平安！

新界西
恩
典
堂

1. 請為本堂 10 月上任傳道同工的適應代禱。

恩
晴
堂

1. 15/11 計劃舉行福音主日，求主賜福籌備，挑旺弟兄姊妹傳福音的熱心，使用聚會領人歸主。

2. 教會正商討 2021 年事工，求主感動教牧同工及執事們，體會神的心意，共訂教會未來的方向。
3.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在疫情期間，有美好的靈性，常常親近主。

2. 29/11 舉行會友大會，討論明年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本會執事會及各部各組在計劃明年工作，求主
賜福帶領。
3. 年初曾試辦基督少年軍初級組隊，僅一次集隊就因疫情停辦。現於 27/12 舉辦體 3 日營，招募隊員，
求主保守平安，加添參加分隊的人數。
4. 本季有兩對弟兄姊妹結婚，求主賜福婚禮的籌備和進行，願榮耀歸給主，願平安歸予祂所喜悅的人。
5. 試明年 1 月 10 日舉行十周年堂慶感恩崇拜，願眾人的感謝和頌讚都歸給主。
6. 多位兒拜學生預備升中，在本季內要考兩次呈分試，家長同學皆感吃力，求主幫助，加添他們信心，
智慧和忍耐。

恩
耀
堂

1. 堂主任趙偉榮牧師一家將移居英國，到倫敦華人宣道會服侍海外華人，求主帶領，保守趙牧師一家

恩
福
堂

1. 記念預備明年事工。
2. 在疫情與政制轉變下，肢體與神的關係能持續成長。
3. 因疫情關係，長者中心一直維持有限度服務，記念一眾長
者，能經歷主的平安。

適應順利。
2. 求主賜福張芷珊牧師接任堂主任(署理)一職，帶領教會發展，榮神益人。
3. 求主預備合適牧者，幫助執事會聘牧過程順利。

恩道堂
1. 為加加州山火祈禱。
2. 為香港居民謙卑抗疫。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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