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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笑紅牧師
(總會義務牧師)

回顧過去香港宣教會(簡稱「本會」)之社關歷史，自從西差會(遠東宣教會—OMS)於 1953 年末來
港開荒至今，本會之宣教殖堂事工與社關服事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或說，本會除了宣教建堂外，也
非常著重社關服侍，實踐基督對世人的愛及全人關懷。這佳美的故事要從西差會差遣宣教士來港宣教
說起…
1953 年 11 月，西差會差遣文玉棠師母（Florence Munroe）來港展開宣教事工。這時期香港剛
經歷了一個大逃亡潮，不少內地同胞為逃離中國政權（1949 年）湧入香港，他們大都是飢餓的、失
業的、居無定所、與親人分離的、生活艱苦、心靈失落的一群難民。文師母聯同後來加入的同工就在
這難苦的時代，將福音傳播，並關懷服侍當時的災民。1955 年 7 月，文師母等人於深水埗白揚街開
設第二所福音堂，當年，石硤尾再度發生大火災，又有 4 萬人無家可歸，福音堂附近又出現不少難民
佈滿街旁，教會迫切的將福音與關愛服侍這羣流離失所的難民。那是多麼感動人心的宣教結合社關的
故事!
1954 年間，政府興建七層徏置大廈，安置內地成千上萬踴來香港的難民。這些 H-型大廈之一至六
樓為居民住所，七樓天臺是開放讓孩子玩耍的一片寬闊空地。文師母想到這是一個很適合向政府申請
開設天臺小學之用。感謝神!文師母竟然在一個月內獲政府批出，神不斷使用天臺小學的教育事工，在
短短的六年間(1954-1960 年)，遠東宣教會共開辦了四個天臺小學，並藉此開設福音堂。
因著當時社會上少年人失學的情況嚴重，西差會於 1957-1959 年間向政府提出申請撥地作為興建
學校之用，1962 年終獲政府批出大坑東一幅約二萬呎地段興建學校、醫療中心及建禮拜堂之用途。
1974 年時期的香港，政府為房屋的需求興建了多層大廈的屋邨，而社會福利署按不同地區的需要，
編配不同的社會服務中心，公開給社團或慈善機構申請開辦。本會於 1975 年申辦「何文田閱覽中心」
正式投入服務。自此往後十多年間，本會陸續向政府多申辦了 5 個服務中心，包括高超道閱覽中心、
大興老人中心及大元閱覽中心、上水家庭中心及粉嶺家庭中心，並藉著服務中心開設堂會、服侍社群。
因著社福單位而成立的堂會共有 8 間。其後恩光堂更於 2007 年向教育局申辦「香港宣教會優質幼兒
學校」獲批出，學校建立宗旨強調以基督的道理教育下一代。
本會貫徹熱切宣教與服侍社群的精神，務求提供適切之社關服侍及開拓宣教的領域，本會先後有四
間堂會向政府申辦各類不同之社福中心或事工項目，計有恩霖堂申辦之「學校服務隊」及「社區服務
中心」
，恩全堂、恩錫堂及恩田堂各自申辦之「鄰舍中心」
；此外，恩言堂事奉重點擺放在服侍社區及
職場社群。2010 年，本會更聯同香港循理會和基督教興學會於柬埔寨金邊開辦「迦密國際學校」
，按
聖經真理為居於柬埔寨的孩子提供全人教育。
自從西差會於 1953 年末差遣宣教士來港開荒以來，本會一直傳承西差會熱切宣教並重視社會關懷
的發展模式，實踐基督對人完全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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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浩堂

曾廣善牧師

感謝主帶領恩浩家快到三十個年頭，也感謝一群同工、長執、領袖彼此同心，一直以愛
維繫，以信前行的帶領教會多年的發展！
孔子曾說：【三十而立】，意思是三十歲的人，應該能依靠自己的本領獨立承擔
責任，並應該確定自己的人生目標與發展方向；三十歲的人應該能坦然地面對一切了，
而三十而立的「立」，就代表立身、立業、立家三個方面。
主耶穌也是三十歲開始走出去傳道，成就救贖計劃。（不等於之前沒有服侍）
恩浩過去日子為上帝去服侍，在過去十年更在前線的福音工作有所拓展，服侍了
不少家長和幼兒，將福音植根在他們心𥚃，由慕道到決志，由成長、受浸至投入服侍，一切
有賴天父愛的澆灌和各牧者貼身的牧養。
【保羅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上帝叫他生長。】（林前三 6）
過去由何文田自修室開始建立，感恩母會恩基堂差派十位【童男童女】，及至遷拆後到
太子購堂，感謝當時各堂相助，弟兄姊妹愛心的奉獻，令恩浩根基穩固，加上同工的委身，
發展成為高達五位全職同工、二佰多會眾的教會，方向和基礎一切開始穩妥。
在未來的歲月，我們既蒙天恩，有了基礎，就定當為天國的福音𡚒力，不白佔地土，與
宣教會各堂一起努力，在社區上成為燈台，在此互勉之！
恩浩堂使命宣言：[我們是一間著重聖經教導、關注全人健康，並以家庭為我們
核心之基督教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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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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光堂分享

陳金蓮牧師

疫境求進
在今年肺炎疫情期間，因幼兒學校要停課，堂會崇拜要改為直播進行，因怕病毒
傳播，差不多所有探訪、聚會、訓練及佈道工作，都要暫停下來，這樣不論是幼兒
學校及堂會工作，都受到很大的衝擊。
感謝主！雖然香港肺炎疫情肆虐，但幼兒學校奉行停課不停學的教育宗旨，各級
老師都盡力預備好教學課程，每日不間斷在網上與學生進行互動教學，讓學生在逆境
中學習成長。幼兒學校是社會一份子，深深了解疫情帶來香港許多負面衝擊，市民
生活變得越見艱難，有見及此，幼兒學校盼望可以與學生家長共渡時艱，故願意從
學校停課開始，至今學年結束期間，將學生學費、雜費及茶點費，全費退回給家長，
幼兒學校盼望能與家長及學生，一同攜手共渡困難的時刻！
堂會在疫情期間，雖然暫停大堂崇拜和家會聚會，也暫緩探訪會友的事奉，
但神感動陳牧師，一方面搜集舊衣車，一方面與弟兄姊妹到深水埔購買一些合適
布匹，帶領幾位姊妹到中心製造布口罩。回想在肺炎病毒擴散初期，人心惶惶，市面
嚴重缺乏口罩，此時陳牧師與幾位姊妹，每天從早到晚不停趕製布口罩，一邊製作，
一邊通知區內長者及有需要的家庭，可以到來中心領取布口罩。堂會車製布口罩的
工作，持續兩個多月之久，共製造了一千五百個口罩。期間姊妹們說，堂會推動車製
布口罩的工作，我們雖然非常辛苦，但當看見從區內到來的長者，並許多有需要的
人士，當他們領取布口罩的時候，臉上都展露開心的笑容，這一切的辛苦，都感到
非常值得。同時，我們也將布口罩分派給堂會的弟兄姊妹，我們知道，布口罩並不是
什麼貴重的東西，但在疫情期間，物輕情義重，弟兄姊妹都感激堂會對他們的關懷。
故此，感謝主，不論是幼兒學校或是堂會，在肺炎疫情期間，病毒感染帶來的威嚇，
不但沒有阻礙我們與家長及弟兄姊妹的關係，並且更讓我們團結在一起，勇敢去面對
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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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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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園地
退休感言

李保羅牧師

感恩能夠活到退休！值得從回顧再去前瞻。
回顧：
回顧過去15 年，有機會在衛道神學研究院和香港宣教會參與事奉，處處看見神的恩典和手印：
1. 首先，有機會在衛神和香港宣教會事奉，就是神給我的恩賜。既蒙恩得以事奉，我為此
感恩。
2. 有師母40 多年來──尤其是過去這15 年，一直在學院和教會裏與我同行，成為我不可
或缺的支持和祝福，我為此感恩。
3. 喜樂的心及和諧的關係是事奉和學習的動力。神讓我在學院和教會裏看見學習的喜樂和
經歷事奉的融洽，我為此感恩。
4. 神讓我從聖經的教導認識到和整理出衛斯理神學，並成為我在教學、事奉和追求成長上
一個重要的基石和指標，我為此感恩。
5. 神讓我掌握到「蒙召作領袖，委身作牧人」的道理和重要性，並看見它在學院同學和教會
同工身上的可行性和意義，我為此感恩。
6. 神讓我繼續在「結構式釋經」和相關的寫作上有寸進，能夠在認識聖經真理上助己助人，
我為此感恩。
7. 神讓我看見事奉的一切都在祂手中。像傳道書三11a 說的，神會使萬事（包括本身是壞
的事情）在祂所定的時間裏成為美好的事情。我只需要在信靠裏安息在祂全能的手中。我為
此感恩。
8. 神讓我看見祂看顧事奉他的人。雖然事奉經常是過勞的，但神對我有額外的保守，尤其是
其間多次手術可以安然渡過，我為此感恩。
9. 除了這些，神讓我看見我在事奉上多方面的軟弱和過失都在祂的恩典裏蒙赦免塗抹，我為
此感恩。
是的，回頭看，神真的在自己的路徑上滴下滿滿的脂油！
前瞻：
我在我的新書封底這樣說：
退休後，會以釋經學道為本，以弄孫頤老為樂，以追鶼逐鰈為情；
並繼續探索全然成聖的人生。
是的，退休後，我會繼續學習聖經──
像朱玖瑩說：「敢以退休忘國是
且拼餘力作書癡｣（書＝中國書法）；
我且仿效作：「敢擬退休忘各事
且併餘力作書B｣。
願神繼續賜福使用我退休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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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 Grace

Dave & Cindy Aufrance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We have been blessed and enjoyed our activities in
so many of the HKEC churches over the years.
I remember when HKEC was i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 separate entity from OMS International.
The first HKEC office was in the balcony of Grace Church! We have been privileged to
witness the growth of HKEC over the years, with new churches being planted, and some
of those churches planting other churches as well!
Although Cindy and I will be officially retired at the end of July, you will continue to
remain in our hearts, minds, and prayers. And, as long as health permits, we would like to
come back to visit from time to time.
Of course, as others have pointed out, the Bible does not talk about retirement, so we
would like to be still involved in some kind of voluntary work in the USA. There are many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such as ministry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ork teams going to
various places within the US to clean up after disasters, mission trips to various countries,
etc. We are praying to see what doors God will open for us. Nowadays, more than ever,
our birth country is in need of people knowing and experiencing the truth and power of
God.
We will also be involved in the lives of our grandchildren, whom we’ve seen so little of to
this point. Our oldest grandson, Daniel, is already 16 years old. Nathan, the second
grandson, is eight years old, and our only granddaughter, Elia, is four. Last summer, we
purchased the house next door to them near Columbus, Ohio. So, if any of you ever get to
the area, let us know. We will have guest rooms!
Please remember us in your prayers as we close out this chapter of our life, and begin
another one. May God continue to bless each of the HKEC churches, and may each
brother and sister be the salt and light that Jesus wants us to be in these challenging days.

With love and fond memories,
Dave & Cindy Au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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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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學生及教會青少年事工)
1. 我和而安同時於本年度完成第一個任期，並分別展開述職工作，期間我將每週
到不同教會分享資訊及柬埔寨事工，感恩目前已安排 14 間教會及團體。請記念
我們分享工場需要及傳遞差傳異象，並聖靈於各教會中攪動人心。
2. 柬埔寨教會聚會及學校仍未能恢復，學校方面我、而安及傳道人 Sokna 分別仍需
每週拍攝教學影片及處理教學事宜，教會方面 Sokna 夫婦二人每週會有二至三人
信仰小聚，及家訪派發少量糧食，記念眾肢體生命仍緊扣於神。

柬埔寨 - 徐而安姊妹(信徒宣教)
1.為學生在網上學習能順利代禱
2.為寨埔寨入境政策早日放寬代禱
3.為新一期再次出發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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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菲律賓疫情禱告-求神控制，因為現在仍每天新增數百確診，
至今已超過二萬六千確診，但政府決定會繼續半開關因為窮人很多，
已差不多三個月無收入，所以與其餓死，不如搏一搏，半開關和復工，
求神幫助菲律賓。
2. 菲律賓政府仍不准許教會恢復主日崇拜和其他聚會，不過傳道人可以
去探訪和有不超過十個人的聚會，因此我們每星期日到 14 個家庭舉行
家庭教會，感謝神，效果不錯,求神繼續使用家庭教會模式及其他方式
的事工。
3. 請繼續為建教會的工程禱告：由於疫情緣故，已停工兩個多月，現在才復工，請為工人的健康和安全禱告，
並為順利申請政府的合法檔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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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請為幼女 Gloria 禱告，她除了協助建教會的工作外，她亦在 FB post 很多經文，求神使用她可以事奉神的
事工。

日本工場 - 謝碧霞宣教士(日本山口縣宣教事工)
1.

隨著 COVID-19 的緩和，宇部教會 6 月開始一切活動回復正常。但仍維持講道錄影

放上 YOUTUBE。這亦是我的工作(因為教會老化，懂電腦的人很少)。求主幫助，讓我在
繁忙的事奉中有能力。求主使疫症消失，各人回復正常生活。
2.

為英文聖經班的學員: 部阪女士、木村夫婦、金岡女士信主祈禱。剛於 6 月 5 日與

日本姊妹增田女士及她的朋友熊井女士開始了查經班。熊井女士一直自己閱讀聖經，但
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求主賜智慧及能力預備。並熊井女士早日信主祈禱。

3.

今個月也開始了崇拜後的青少年小組。我和圓林姊妹負責帶領。求主感動三位年

青人渴望神的話，也求主帶領乙乃小學生及更多青少年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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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會所支持宣教士代禱事
澳門工場 - 梁祖永、杜燕玲宣教士家庭

烏克蘭工場 – 馬素倫宣教士家庭

(烏克蘭大學生小組事工)
項

(澳門教會事工)

1. 請為暑期英語營的預備禱告，因疫情關係將會取
消訪宣隊到，求主帶領營會的安排。
2. 請為 Randy 及 Philip 將於七月飛回美國準備入大
學禱告，求神保守航班正常運作；也為 Philip 在七

1. 感恩疫情在澳門不算嚴重，政府的防
治做得不錯。教會弟兄姊妹除了生活上有
些不方便，暫時健康上沒有受到感染。
2. 感恩剛轉到首爾工作的兒子，在嚴峻

的疫情下，得到新學校的照顧。女兒在倫敦

的公司也早早安排在家工作。而他倆也得到
月參加的宣教士子女過渡研討會禱告，求神使用。 當地不同的支援，有足夠的防疫用品，並可以不用上街，在
家網上購物。
3. 請為 Andrew 在暑假飛回
3. 為港澳的強制檢疫盡快解除禱告。因為信徒中有子女丶父
烏克蘭的航班，及為他將於
母丶配偶在香港，另有人需要往香港看醫生、去醫院覆診及
畢業後申請回歸作為宣教
取藥。
團隊的一員禱告，求神引領。
4. 為教會主日學人手，因香港支援隊及短宣隊隊員不
能來，而我們人手安排也十分緊絀，所以安排主日學老
師很頭痛，燕玲需要在其中作調動及補位。
德國工場 – 蔡定邦宣教士家庭

(德國華人留學生事工)
1.

隨著歐洲疫情緩和，

德國各州各級學校已陸續

0 復課，邊境亦已逐漸解封，

比利時工場 –
陳少平宣教士家庭
1.現時比利時疫情逐漸好轉，
正分階段解封，但解封

但全面恢復歐洲的交通仍

過程中亦有可能出現第二波的

須一段時間。求主讓人民

疫情，求主止息歐洲的疫情；

生活自律，防止第二波疫情爆發。
2. 我們在當地的團契及德國其他教會在疫症期間每星期

2.我們計劃教會七月中旬回復實體聚會，一起

仍有事奉；另 5 月底週末聖靈降臨節的北德生活營於
網上舉行，定邦負責營會 4 堂的阿摩司書研經會，營會
各環節以至研經會反應理想。為此感謝神，並求主賜福
往後的事奉！
3. 我們一家將於暑假回港探望家人，並為小兒子換領
證件。回港後仍需隔離 14 天，求主保守一切平安！

活
動
推
介

敬拜主及經歷彼此相交生活，求主賜智慧堅立
弟兄姊妹的信心;
3.兒子寧風下學年就讀中六，求神賜他智慧平安
選擇將來在大學修讀的學科;
4.求神看顧 Anna 在港父母的健康，媽媽因為腦退
化問題，已申請外傭來港照顧他們，求神保守等
候來港的女傭是誠實有愛心的。

網上、實體同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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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宣教會

最新動向及代禱事項
森
速
堂

1.
2.
3.
4.

因疫情關係，教會暫停所有公開性聚會。
請為教會聘請校牧禱告。
請為教會聘請實習神學生禱告。
柬埔寨教會聚會及學校仍未能恢復，需每週拍攝
教學影片及處理教學事宜
5. 請記念每週會有二至三人信仰小聚及家訪派發
少量糧食，記念眾肢體生命仍緊扣於神。

柬埔寨訪宣分享
柬埔寨訪宣分享

黃諾軒

這次短宣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去 S21 博物館。這個博物館
將原本集中營的擺設展出，讓遊客知道當時犯人在集中營
是十分痛苦的。這一次的體驗讓我明白人是多麼可怕。
我在參加短宣之前，一直以為短宣是給一些已經洗禮或
一些信主很久的前輩們的。可是，在這次短宣裏，每個短
宣小隊裡的人都十分努力去事奉神，讓我明白到任何人都
可以事奉主。
對柬埔寨的認識, 如多數人的印象一樣，都是窮，我也
不例外。但是，你可知道柬埔寨在 50 年前原來也曾有過
輝煌的日子啊!
最後，我希望柬埔寨的經濟可以變得更好，因為柬埔寨
在紅高棉之前是十分輝煌的。我也希望柬埔寨的貧富懸殊
的情況可以改善。平時在金邊大部分地方都有馬路的，但
我在外展(去比較落後的村莊探望小朋友)時，看到了那裡
的屋子有些是用破舊的木造成的，讓我明白到柬埔寨貧富
懸殊的情況非常嚴重。

柬埔寨訪宣分享

黃諾弘

在柬埔寨最深刻印象是去到 S21 參觀。透過聆聽和看到 S21
的歷史, 令我認識'柬埔寨人黑暗的經歷，及柬埔寨仍然是窮困
國家的原因。在 S21 裏面，我能夠近距離觀察行刑用具，監禁
知識分子的牢房，非常震撼。
一開始我聽到短宣的時候，以為要做很多工作要做，非常忙
碌。但是，真正來到短宣後，發現事實並非如此。空閒的時間
比我想像中多，每天到大概 5 點就完成所有工作。
我發現能夠教導當地小朋友如何吹奏牧童笛是一件非常有
趣的事情，因為他們的學習動機非常之強。我們只能在每天午
餐後一個小時教導他們如何吹奏「奇異恩典」。當我第二天見
到他們的時候，他們非常希望能夠完整地吹奏這首歌。這樣令
我想起，我們在香港能夠有這麼好的學習環境，但不願意去學
習知識。這令我意識到我需要抓緊每一次學習的機會。
我會為到柬埔寨政府祈禱; 希望官員能夠認識貪汙行為會危
害整個社會的發展及下一代人民的成長，他們應該多做些對柬
埔寨市民有益的事。

柬埔寨訪宣分享

古秀英

感謝神的恩典及激勵, 終於鼓起勇氣參加這次的訪宣。於我而言, 要說服先生及兩位兒子一同前往, 是一件不容易
的事, 確實讓我有點兒想放棄的念頭｡

但現在回望，都心懷感恩，覺得滿有祝福的。

第一次到柬埔寨, 但感覺很親切, 也許當地的學生們與宣教士已非常念熟了, 以致沒有隔膜。 能夠用柬埔寨文於
崇拜時獻唱, 確是非常難忘; 於外展活動, 一群純真的小孩子走向我面前時, 心裏很想讓孩子們感受到愛。 神讓我
更明白愛的源頭~是神先愛我們。也期盼這個體會及領受, 能活現於與家人及群體的生活中。
看見宣教士與學生相處時的真情流露，對學生的關懷深重，個人所需要負責的範疇及各樣工作, 真是非同凡響,
不易啊！

讓我更加需要恆切禱告去支援宣教士的工作。

差傳部電子郵箱：hkecmission2014@gmail.com

８

各部事工與代禱
香港宣教會
1.

本會各堂開始恢復實體崇拜聚會，求主保守帶領。

2. 求主讓各堂善用在疫情中所得的網上傳播經驗，加上日後的網上事工及福音拓展。
3. 請記念「香港國安法」的訂立，對末來教會的存在及發展空間的影響。並可以引發的移民潮對各
堂會信眾及經濟的影響。

社會服務部

1. 求主保守各服務單位，

教育部

上聚會得以繼續。

在疫情期間，因政府逐步
放寬，各中心的服務漸漸恢復，做好一切防疫

1. 感謝神讓門徒裝備組能以網

2. 9/6/20 的同工培訓日營共有 15 位牧者參加，

工作，讓所有服務工作能順利開展。

當中有美好的學習及分享，願主使用各牧者

2.

在崗位上的事奉。

求主看顧各服務中心經濟需要，讓中心有

足夠人手，繼續開展不同服務，讓各區居民都

3. 信徒領袖課程，將於 3/8-25/8 開辦「使命
教會」課程，由陳建超牧師主講，求主使用。

能得到支援和關顧。

差傳部

1. 請為郭建蘭宣教士禱告 - 建蘭在港已開始宣教的述職期，未來三個月會去本會

不同堂會分享宣教異象，求主帶領賜能力。十月起將以新模式往返香港及柬埔寨，求主賜智慧處
理及協調各項工作。
2. 請為宣教士返柬埔寨的安排禱告 - 因疫情緣故，而安及建蘭現時滯留在港，未知何時能返柬
埔寨，求主看顧他們，引領他們在適合時間返回柬埔寨。

澳門區

1. 教會將於 7 月第一個主日恢復實體崇拜，請記念眾肢體重投敬拜相聚。

2. 教會定於 7 月 25 日晚上舉行「懇親晚會」，藉此邀請未信親友出席，分享主恩與福音。
3. 求神興起新一屆肢體起來參與事奉，一同推動福音事工。
1. 感謝主為本院預備了資深牧
師陳國平博士為新任院長，並於
2020 年 6 月 16 日上任。求主使用陳院長帶領衛神邁向
新的里程。
2. 前院長李保羅牧師於 6 月 15 日開始休假至 7 月 1 日
正式退休。求主賜福李牧師退休後的生活。
3. 本院訂於 8 月 3 日(一)晚上舉行「李保羅院長師母及
歐萬斯牧師師母榮休晚宴」。為兩對夫婦在衛神的忠心
事奉感恩。
4. 本院 「第十七屆畢業典禮」因疫情影響改期於
2020 年 8 月 23 日(日)下午三時假中華基督教會長老堂
舉行。承邀宣教會各堂牧者肢體出席，共証主恩。本屆
有 16 位畢業同學，願他們的生命及事奉蒙主賜福使用。
5. 為暑期密集課程禱告，求主幫助三位講師：
黃儀章博士、馬勵勤老師、陳笑紅牧師的授課，
讓同學們的知識與靈命均有增長。

衛道神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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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宣教協會

1. 為主在過去 45 年
讓歐牧師夫婦
生活在香港並在不同崗位上服侍感恩，
他們將會很掛念這個心所愛的城市和當中
許許多多的弟兄姊妹。
2. 請記念歐牧師夫婦八月六日便飛回
美國，適應新的居住環境，好可能出現的
逆向文化衝擊，尤甚是美國現時的局勢。
3. 請禱告記念歐牧師的女婿，他是一名
警員，工作的城市有不少暴力抗議及惡意
破壞事件，兼且他的母親剛於 6 月 12 日
去世。
4. 為我們的城市的將來禱告， 對所有人
而言都是很不穩定，亦請記念
RiverGrace，求主賜智慧給許牧師，
又差派更多宣教士來協助牧養教會。

九龍西(二)─陳建超牧師
港九區─黃志鵬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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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各部部長

總會財政簡報 (2020 年 1-3 月)
累積收入

HK$

1 各堂會費

HK$

535,555.00

2 堂會/信徒奉獻

17,310.00

3 其他收入

牧職部部長
張沛鏗牧師

151,471.34

4 植堂儲備奉獻

差傳部部長
趙偉榮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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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336.34

門徒裝備組
累積支出
5 人事支出
醫療/勞工/第三者/
社團責任保險

6

成立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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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344.00

7 聚會/會議/各部支出
8 總會經常費

351,693.54
31,103.70
111,176.80

9 撥款予差傳基金

19,882.64

10 撥款予教會發展基金

7,500.00

總支出

1,029,700.68

2020 年 1-3 月共不敷

(325,364.34)

主題分享

堂會消息

日期

題目

講員

30/7
29/10

柬埔寨辦學
福音戒毒

朱分永弟兄
陳兆焯校長

九龍西（一）
恩
磐
堂

1. 本堂今年的年題是：Sharpen your SHAPE－愛主愛人「盡己型」。事奉是使命教會五個教會
「存因」之一，祈願弟兄姊妹對事奉能有更深的認識和瞭解，並懷著為主委身的心志，
按「形」（SHAPE）參與事奉，榮神益人。
2. 本堂逐漸全面恢復實體崇拜，祈願上主為我們預備足夠的事奉人手，祝福一切相關的行政
安排，能夠順利進行。

RiverGrace
1.

歐萬斯牧師師母將於八月初退休返美。求主保守

他們平安回國，有美好的適應，並與家人好好相聚。
2.

菲律賓女牧者 Pastor Irma Gonzales 將於七月初

回國休息及尋求未來的事奉方向。求主差派她回港於
RiverGrace 事奉。
3.

因疫情關係，一些弟兄姊妹已返回本國，求主保

守他們；求主繼續使用 RiverGrace，服事不同國籍的
弟兄姊妹和未信主朋友。

總會報告
同工總數: 57

全職同工:36

部份職同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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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 12/7 的執事選舉祈禱，求主
呼召和感動一班願意委身和承擔愛神
愛教會的屬靈領袖。
3. 請為「恩田鄰舍服務中心」禱告。
銀行戶口仍在申請中，現正等候審批，
求主保守相關的手續能順利完成。

義務同工:12 (截至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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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西（二）
恩
澤
堂

1. 感謝神！讓恩澤堂安然渡過限聚期，讓肢體

恩
基

再次一起崇拜。
2. 祈求疫情漸退，能重新起動功輔班與家長事
工，及暑期活動。

堂

3.即使時勢真惡，願 我們堅持求善， 願耶和華

堂成人崇拜、青少崇及兒童崇拜。
求主賜福各會眾彼此相顧的心。
2. 擴堂感恩會預算在 30/8 舉行。

願榮耀歸主，會眾感恩回應，
委身實踐大使命。

與我們同在。

恩
佑
堂

1. 預算 7 月全面恢復實體崇拜，即三

1.

求主記念７月５日（４９週年）堂慶，能恢復現場崇拜，能一同感恩敬拜主祈禱。

2.

求神賜予各位牧者，同工，執事，部長及組長們，在疫情下的事奉，無論在牧養上，
在聚會的安排，甚或準備有機會回復現場崇拜部署方面，求主保守各位領袖都有從神而來
的智慧去應變，更願主保守眾肢體對神仍有渴慕的心禱告。

九龍東
恩
盈
堂
恩
溢
堂

1. 14/6 是本堂 41 週年堂慶崇拜，由於限聚令要限制參與人數，所以本堂首次要在崇拜前先報
名，但願當天的崇拜一切順利，榮耀歸神！
2. 本堂將於 7 月恢復所有實體崇拜及主日學，希望期間本港再沒有新增感染過案，讓肢體回復
正常的敬拜生活。
1. 感謝主賜福「銀禧步行籌款」有同心和順利，並籌得理想
款項，特別感謝本會眾堂的支持。
2. 為全會眾在自立上有高度的信心，在有關的條件上有達標
的決心。
3. 為我們堅守今年目標，在疫情稍息下把握機會向人佈道，
在油塘區為主作鹽作光禱告。
4.

恩
浩
堂

1.為能順利售出堂址。
2.人力資源增加及預備
接班人手。
3.為因應疫情，在學校及
家庭事工上的調整。

港九區
1. 返回實體崇拜及恢復兒崇

恩
召
堂

1. 希望恩召堂恢復實體崇拜後，

恩
言
堂

1. 感謝神！本堂於 5 月 17 日（日）舉行 2020 年「踐信榮神」步行籌款行動已經順利完成；

大家都平安健康！

恩
雨
堂

2. 各團契小組陸續恢復

又感謝各方友好支持，願榮耀歸神！
2. 請記念本堂主日崇拜，以實體和視像並行，求神使用！
3. 請記念前面 7 月 22 日 DSE 放榜前會籌辦福音營，求神賜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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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
恩
霖
堂

1. 本年度第一次會友大會舉行，是次改選新一屆(2021-2022)執事，求主顧念合適的人選及執事
的服侍。
2. 教會的聚會及家庭中心的服務也會恢復正常的狀況，求主保守各人仍有健康的身體。
3. 求主保守暑期活動的進行，能夠見證主的福音及佈道事工，並能帶領人歸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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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全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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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黑暗社會中的
一道光。
2. 因疫情的影響教會的聚會受到影響，求主都使用同工們及講員的預備，叫恩全家的家人都能
在家中經歷神的愛，讓神大能的話語成為現時每位心中的亮光。
3. 求主給我們在動盪不安的當仍也有渴慕親近主的心，能聆聽到主聲音，以致能帶著祂的價值
觀來處理不同事情。

恩
錫
堂

1. 在過去疫情中，教會透過鄰舍中心的工作帶領了
十多位朋友信主，求主繼續堅固他們的信心。
2. 請為本堂暑假籌備及恢復多項聚會工作代禱。
3. 請為恩錫鄰舍中心的社區發展工作代禱。

恩
光
堂

1.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回教會崇拜，
過程一切平安，
2. 求主保守教會經濟穩定增長。
3. 求主保守教會在時代的變遷下，
弟兄姊妹仍能堅守信仰。
4.

新界西
恩
典
堂
恩
晴
堂
恩
耀
堂

1. 感謝主的保守，讓本堂肢體在疫情中有神所賜的平安！
2. 為教會己回復實體崇拜感恩，求主讓會眾能逐步適應！
3. 請為教會於 7 月 4、11、18 日的「民數記」研讀課程代禱，求主保守講員：陳之虎先生的
預備及教授，並出席的肢體更認識所信，並靈命有所得益。
4. 請繼續為本堂聘請傳道同工代禱！
1. 9 月 6 日試辦基督少年軍初級組第一次集隊。8 月 9 日有體驗日營, 招募隊員及認識家長。
求主賜福籌備, 加添報名人數, 保守戶外活動平安順利進行。
2. 9 月 27 中秋福音主日, 求主賜福弟兄姊妹的福音預工, 使用會眾帶領親友參加聚會。
又求聖靈感動會眾悔改歸主。願主名得榮耀, 眾親友得救恩。
1. 7 月起舉行一年讀完聖經計劃，求主興起我們愛慕神話語的心。
2. 7 至 8 月舉辦青少年培訓，願主裝備青少年，跟隨基督。
3. 9 月 6 日執事選舉，求主賜智慧執事，處理教會事情。

恩福堂

恩道堂

1.

聘請青少年福音幹事

1. 為弟兄姊妹信心祈禱

2.

暑期活動

2. 為香港治安民生經濟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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