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經中的社會關懷                 黃志鵬牧師 

約翰衛斯理指出進求聖潔的生命包括了兩方的表現，就是對上的敬虔行為（works of piety）以及對 

鄰舍的憐憫行為（works of mercy）. 

衛斯理提倡即使個人富足，也要與上帝一起過「為鄰舍而貧窮的生活」，因此他一生不浪費，儲蓄的 

都為奉獻給窮人。他教導信徒經濟生活的三種規則是盡力賺錢、盡力儲蓄、盡力分享。他所教導的是信徒要

彷效主耶穌基督的愛，多分給鄰舍等於多獻給上帝，並強調誰多賺和多儲蓄就要多分享，因人的一切皆由 

上帝而來。 

這樣做是符合聖經的教導，詩篇 146 篇指出關懷貧窮的人，是上帝的本性 

「6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 

他守信實，直到永遠。 

7他為受欺壓的伸冤， 

賜食物給飢餓的人。 

耶和華釋放被囚的， 

8耶和華開了盲人的眼睛， 

耶和華扶起被壓下的人， 

耶和華喜愛義人。 

9耶和華保護寄居的，扶持孤兒和寡婦， 

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詩 146:6-9)」 

由此可見釋放窮苦人，使受壓迫的得自由，是上帝的計劃的重心所在。上帝關愛貧窮的人，祂亦要 

祂的百姓照樣去做。 

在箴言 19:17 指出「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祂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上帝要保護 

社會中的弱勢羣體，聖經中多達十經文提到要以公平對待孤兒、寡婦和寄居的外國人。 

同樣主耶穌亦特別關注貧窮人的需要，馬太福音二十五章憐憫弟兄中最小的教導能延伸到那些貧窮和 

受壓的人身上，無論是信徒與否。而路加福音 10:29-37 的好撒瑪利亞人故事，亦清楚指出，任何有缺乏的 

是我們的憐舍，甚至延伸至我們的敵人，主耶穌在登山寶訓中清楚教導「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

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太 5:44）」而十二使徒中的約翰亦教導門徒,「凡有世上財物的， 

看見弟兄缺乏，卻關閉了惻隱的心，神的愛怎能住在他裏面呢？(約壹 3:17)」 

但基督徒對社會的關懷行動豈止於金錢奉獻，將自已奉獻出來也是同樣重要，我們要多花時間及心思 

去關心身旁有需要幫助人，讓他們都成為我們所愛的鄰舍。 

社會關懷不是個人獨力而能為之的事，需要更多人的參與，作為上帝的百姓，主耶穌基督的跟隨者， 

投身關懷社會，是我們義不容辭的使命，基督徒關懷社會是要讓人從紛亂中看到上帝仍在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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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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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盈堂                                  何志偉先生 

恩盈堂的社區服務部，早於 2000 年成立，牧者、長執認為福音不應只在教會圍牆之內，

除了透過對外傳福音，其實積極關懷社區的需要是很重要的。透過服侍居民，讓他們感

受到教會的愛，到最後知道這愛是從神來的。這樣，他們不單知道是知識上的福音，而

是實實在在的愛的體驗，如此，他們的生命過得更豐盛，正如耶穌說：「我來，是要叫

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就著以上的目的，教會在 2000 年開展了為社區而設的興趣班，透過音樂、話劇、英文

補習班等，吸引青少年來到我們當中，居民的反應十分熱烈，「常滿」、「加位」「熱滿」

的班組，更有義工(大學生)義務協助補習，一陣義工熱潮活出現恩盈堂。 
  
除了興趣班，我們又在愛鄰舍探訪關懷中，探訪獨居長者，經驗難忘。此外，又從福音

營會、義工活動及個人佈道中，收割了不少福音果子，分別加入了各個團契裡，除教牧

同工栽培，個別團友亦協助栽培部分初信者，燃點了屬靈哥哥姐姐關係建立的火炬，這

氣氛一直維持。 
  
到了 2008 年，新的執事上任，因為他有社工的經驗，了解社區的需要，同時藉著一班

多才多藝的青少年的獻技，於是在 2009 年 8 月試辦了第一次「油塘 Fun Fun Fun」晚會，

內容包括愛筵、集體遊戲、福音短講等，參加者超過 80 人，來自區內的家庭，其中有

長者、婦女、男士、青少年及兒童等，當中有不少婦女對信仰有興趣，更有決志信主的，

他們之後亦有參與本堂婦女組及崇拜等活動，更有婦女影響丈夫及家人決志信主。 
  
這晚會一直發展至今，隨著不同的主領，發展不同的形式，以晚會、崇拜、小組等形式

進行，與街坊相處。在一同生活的過程中，與他們共渡難關。最難忘的一次，是一位母

親帶著她的女兒（約 8-9 歲）來到教會參加「Fun Fun Fun」，但見她的女兒面色暗啞，

嘴唇發紫，細問之下原來是女兒的肝出了問題，血液的毒素高和含氧量低。這小女孩脾

氣很差，常常發怒。期間導師們細心關懷這小女孩，讓她媽媽感受到教會的愛很特別，

所以常常來聚會，並決志信主。 

 

 

堂主任分享  

『堂會對社關工作的參與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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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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兩年後，這母親決定將自己的肝分一半給女兒，手術，但在過程中，教會的肢體不

斷的陪伴與禱告，手術順利。母親的康復進度非常快，但女兒卻有點波折，幾經辛苦，

終於渡過危險。現在，兩母女都時常出席 Fun Fun Fun 聚會，女兒現在十分健康，與常

人無異。他們也實實在在感受到生命的可貴，及神的看顧。 
  
最近兩次的超強颱風 - 天鴿與山竹，對鯉魚門三家村造成嚴重的破壞。在兩次的救援

行動中，恩盈堂都積極的參與，尤其在清理路障、物資轉贈的參與中不遺餘力。很多

青少年在參與的過程中，親身感受到街坊流離失所而落淚，亦有見到基層人士沒有能

力買新床，動了憐憫之心，於是與幾位弟兄一同為這街坊運送和重組一張床達至深夜，

過程中雖覺辛苦，但卻比許多活動更有意義。 

 

 從以上的經歷，恩盈堂深深體會社會關懷是神給教會的使命，是使人感受神的愛和經

歷豐盛生命的途徑，讓被社會遺忘的人能站起來，活出神給他們的樣式。事實上，神

的教導亦是「施比受更為有福」，在助人的過程中，原來自己亦被幫助，是最被祝福的

一群，讓人感受何謂「豐盛生命」的過程，就是豐盛生命的表現。感謝神，讓恩盈經

歷這些事情！最後，與大家分享這聖經金句：「你的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可推辭，

要施與那應得的人。」箴言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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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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福堂分享               張志娟姑娘 
 

恩福堂在屯門大興邨已有 36 年了。從 1982 年在這社區開展老人中心及閱覽中心服務街

坊。其後主要服務區內長者，提供康樂及社交活動。直至 2003 年，因著人口老化，改

善了本堂的中心角色和功能。又在 2014 年，本堂長者中心轉型至鄰舍中心。服務除了

康樂及社交活動外，亦增加了多項新的服務，如：護老者服務、隱閉長者服務、組織義

工隊等。至 2018 年，服務加增了認知障礙症及支援護老者，提供專業服務給區內長者

及其家人。此外，我們又會每周在中心舉行宗教聚會、不時舉辦福音活動，盼望長者在

中心能聽聞福音，認識上主。 

 

隨著中心的發展，教會辦事處於 2016 年搬離中心，盼望能騰出空間。教會又多了空間

於平日使用，在暑期安排活動讓區內小朋友參加。我們都不忘與辦事處的鄰舍建立良好

關係，傾談間介紹教會。 

 

由於長者中心於社區已多年，已深入民心，平日時間都是中心使用，相對下街坊對教會

認識不多。於 2017 年我們多了在周六與主日時間舉辦活動讓街坊參與，認識教會。如：

中醫義診及講座；復活節主日向街坊派蛋；設「愛心分享」，鼓勵肢體將較少用的物品

向街坊分享；在「分享主日」將肢體捐贈的食物給區內機構，以助有需要人士；我們又

參加機構舉辦「和平之子—燃點愛與夢」為期三年的計劃，與青少年同行。 

在 2018 年我們把堂會的未來發展定位在「關顧；守望；社關」，社區關懷是我們其中的

重點。隨著不同活動開展，街坊亦慢慢認識教會。在過去的社會運動，看見市民身心靈

疲乏，不安情緒蘊釀。我們計劃於平日晚上在邨內提供關顧服務，讓街坊有歇息的空間，

為他們禱告。盼望藉著種種服務，能幫助有需要的街坊，從中使他們經歷上帝的愛。又

透過服侍，讓肢體能成為一杯涼水祝福他人，又祝福自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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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堂             酈偉恩姑娘 

大家好! 我係酈偉恩，浙江紹興人，直至今日只回過鄉一次， 

所以不太熟悉當地鄉話。但很喜歡與丈夫自駕旅遊，欣賞神所創造 

的大自然。平時喜歡在家彈琴唱詩歌，假期有時間就會去郊外走走， 

最怕常常困在家中。 

感謝神帶領我加入宣教會事奉! 因着神給我的異象: 這裡如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本人在 2019

年 8 月 1 日入職，於恩典堂事奉。 

恩典堂給我的印象是: 這兒很多人，要逐一記名和記樣子，都得花一段時間。另一印象就是，這

兒太多門，所以要保管著很多門匙，好擔心全部都遺失，所以現在只帶大門的鎖匙，其他都不敢帶

離教會呢！ 

這裡的弟兄姊妹實在有很多需要，但自己仍緊記神的話: 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甚麼事，我們所能

承擔的，乃是出於神。(林後 3:5)人的能力實在太小，不敢妄想單憑自己的小聰明就能為神作大事，

正因為認識自己的限制，便更謙卑到神面前，更多倚靠祂，服在祂的主權下，努力事奉祂!  

現時恩典堂還需聘請兩位同工，求天父安排合適的人，與我們同心一齊事奉，牧養恩典堂的弟

兄姊妹! 

 

 

同工園地          新同工入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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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堂                李偉光牧師 
我熱愛運動，近年主要打羽毛球及乒乓球，也透過此兩項運動來做福音 

預工。由於家居在堅尼地城，所以很多人都說我返放工路途遙遠；其實有些 

同工上班比我更奔波勞碌。育有一女，現讀中五。 

感謝神的帶領讓我進入恩典堂事奉！入職前，不熟識恩典堂的人、事、物，

我對元朗區的認知仍停留在中學階段；那知原來元朗區已有很多食店及 

新建設，車水馬龍。並且元朗區人口增長快速，已達 60 多萬。 

來到恩典堂事奉，個人層面要倚靠神的作為，「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

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 4:6）恩典堂的群體也要共同信靠祂，並等侍祂豐盛的 

恩典；正如恩典堂的金句：「我們又藉著祂，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 

上帝的榮耀。（羅 5:2） 

神賜給恩典堂的弟兄姊妹有一顆樂意事奉的心，並各樣的恩賜才幹。在往後的日子，我期望能

跟他們共同協作，「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弗 4:12），「各肢體同得榮耀，

所有的肢體一同快樂。」（林前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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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會所差派宣教士代禱事項 差關園地 

1. KIS現招聘生命教育科主任，求神預備合適的具神學訓練及有心志的

柬埔寨信徒，接手生命教育科課程及主導校內福音事工。 

2. 2020年上半年將集中訓練司職人員，並舉辦初信、洗禮課程，求神興

起本地同工及信徒，使他們生命成長。 

3. 請記念建蘭 2020年 6月中回港述職前能順利安排事工的交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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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開始在 KIS任教十年級生物課，求主加添

智慧、體力及語言恩賜。 

2. 求主保守學生們在不同的聚會更深認識主，在團

契裡一起學習和成長。 

3. 為 KIS中學大樓工程順利禱告。生活上作見證。 

柬埔寨工場    徐而安姊妹(信徒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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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工場 - 謝碧霞宣教士 
(日本山口縣宣教事工) 

1. 感恩 2019年在神的眷顧下完成了，求主繼續看顧保守，

在新一年有更好的事奉，與宇部教會有更好的配合。 

2. 為明年開展的兒童英語班祈禱，求主賜智慧及人力一起

事奉。並且有更多兒童參加。 

3. 為身心靈健康的事奉主，滿有能力的恩賜謙卑服侍，榮

耀主名。也為學生們能信主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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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教會的建築工程仍在進行中.雖然

期間有些工人生病，請繼續為我們建堂的

費用禱告,求神豐足的供應， 

2. 請繼續為四位神學生的智慧和體力祷告,

其中困難的是每天花在來回的交通時間

至少三小時，因為塞車。 

3. Gloria快 23歲了，回想過去神如何造           

就她，使她有美好的生命，心中只有           

感恩，「神揀選世上愚拙的，叫聰明           

的羞愧」。請繼續為她禱告，使她更           

深的經歷神，亦為她的語言能力禱告。 

4. Rainbow已順利誕下女兒，請為她的復元

和 BB健康成長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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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教會事工) 

                              

 

 

 

 

 

 

 

 

 

 

 

 

 

 

  

 

 

 

 

  

 

 

 

 

 

 

 
 

 

 

 

 

德國工場 – 蔡定邦宣教士家庭 
(德國華人留學生事工) 

1. 9 月底從德國北部的漢堡搬到

南部巴登-符騰堡州的弗萊堡， 

現在總算安頓下來，為此感恩！ 

2. 除了在弗萊堡團契事奉外， 

他們來年仍要經常到訪不同德國

華人教會，甚至前往瑞士的巴塞爾

和蘇黎世等地，求主繼續帶領。 

3. 夫婦於 2020年 1月初到 4月初

需要上德文密集課程；另 3名兒女

在德國不同城市學習，功課以至 

考試壓力不輕，求主幫助。 

 ７

７ 

比利時工場 -陳少平宣教士家庭 

1. 現正在當地尋找合適

的地方作為未來教會聚

會之用，求神預備保守及

安排各項的事奉人員; 

2. 我們將於 2019年 12

月至 2020年 4月期間舉

辦各類傳福音活動， 
包括聖誕晚會、春節慶祝、復活節敬拜等，求神賜

智慧信心籌劃上述活動及引領新朋友認識主耶穌; 

3. Anna 的母親腦退化漸次增加，已不能獨自外出

及情緒不穩，求神保守她的身體及賜 Anna的父親有

耐性照顧她。 

3. 請為我倆的身體健康，可以帶領信徒向前邁進。和行事曆 

代禱，需要安排和邀請，求主給智慧。 

1. 一月中籌備搬堂後的兩周

年慶祝，感謝神賜下一個較

大的地方，可以使弟兄姊妹

有一穩定而寬擴的地方敬

拜，小朋友可以安全專心學

習。 

2.  請記念我們要完成「工場

2019 年各樣的報告」和推廣

教會新一年的計劃和行事曆

代禱。 

 

 

 
 

烏克蘭工場 – 馬素倫宣教士家庭 
(烏克蘭大學生小組事工) 

1. 生命小組在聖誕節舉行了聖誕聚會，求主繼續引

領前來的 30 多位的新朋友，能認識聖誕的真義和 

尋求信仰。 

2. 感謝神讓 Shelley 在 12月中接受了神經外科 

手術,求主保守傷口的康復，免受感染，讓肩膀能 

完全康服。 

柬埔寨宣教會 最新動向及代禱事項 

 
森速堂 

1. 記念教會同工能更有智慧及耐性去牧養

會眾，並主動接觸學生並傳福音給他們。 

2. 為教會同工要策劃 2020年度的年題及各

項事工計劃禱告，求主讓同工們見到祂的

心。 

3. 求主幫助教會建立有系統的信徒栽培課

程，幫助會眾更認識祂及服事主。 



 

容炳章弟兄 

今年首個崇拜秦傳道引用使徒行傳 6章 1-7節經文鼓勵我參加短

宣，抵達柬埔寨森速堂時感到親切，他是香港宣教會用福音所生的兒子，

開始明白使徒在獄中寫信給各教會所掛念之情，在異地體驗倚靠禱告的

重要。 

有一天，一位姊妹向村莊小朋友講述大衞戰勝歌利亞聖經故事，很多小

孩子聽完決志，然後我和妻子帶他們遊戲，幾乎全部人要選擇做大衞，

希望鞏固所播下福音的種子。 

今次短宣給我寶貴經驗是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我生命主要的成份。 

Amy So 蘇小燕 2019 Aug 30 

感謝主讓我和丈夫，今年年初為柬埔寨學校電腦設備奉獻的機會，又給我們參加短宣； 

當中認識了宣教會其他堂會弟兄姊妹，我們同心服事柬埔寨，正如宣教士建蘭姊妹，在參觀博

物館時的分享 - 中國人要還柬埔寨人福音的債，從而看見神呼召宣教士的力量！ 

我們四天的短宣，主要是了解和協助參與 

1）迦密學校暑期班及結業禮 

2）外展村莊遊戲中傳福音給孩童 

3）森速堂教會 

       崇拜前村民小孩主日學 

       崇拜中獻唱 ‘柬文’ 聖詩 

       崇拜後鄺醫生的分享 

       非常感動和有得著 

出發前，送給教會弟兄姊妹的明信片，天氣，語言和水土的適應禱告！神是信實的！感謝

祂的保守！期盼有更多弟兄姊妹參與短宣的工作，榮神益人！阿們！ 

訪宣分享 

活 

動

推

介 

 

差傳部電子郵箱：hkecmission2014@gmail.com 
 ８

７ 



各部事工與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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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主, 我們將於 2月 16日按立許寶山先生為牧師. 求主繼續帶領及賜

智慧給許生擔任 RiverGrace 署理堂主任一職. 

2. 請記念歐萬斯牧師於 2月 14 日的手術. 由於腹中的主動脈發大, 醫生要在那裡安裝一個支架. 

3. 請繼續記念歐萬斯伉儷七月返國的安排及交接事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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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求主差派更多宣教士來到香港, 他們仍有很多發揮的機會如擔任教師或服侍少數族裔. 

國際宣教協會 

1. 為院董會禱告，求主賜院董們在選聘新任院長的過程上有屬靈的睿智，

帶領學院的發展 

2. 2020 年 1月課程暫停，請記念老師和同學們有時間稍事歎息，或追趕功課，或安心靈，以能迎接

2020 年 2月 10日關始的春季課程。 

衛道神學研究院 

1. 求主使用今年 7月 24-26日舉辦的

青少年大本營，讓年青的信徒能 

重尋使命，成為上帝的大軍。 

2. 願主讓更新後的每月最後一個周四舉行的門徒裝

備組，能鼓勵信徒以生命去見證事奉神。 

3. 春季信徒領袖裝備及培訓課題為「教會攻略」， 

已邀得旺角浸信會陳明泉牧師主講，求主使用。讓

參與培訓的領袖更有力帶領教會發展。 

教育部

3 

1. 為信徒生命能成熟進步禱告! 

2. 為區會推展事工上能蒙主祝福，讓眾人同心事奉禱告！ 

3. 為區會物色同工，求主預備。  4. 為徐而安姊妹在柬埔寨事奉上，滿有能力禱告。 

澳門區 

1. 2019-2020 年度將快結束，求主

恩待我們各個服務單位中心 

能夠經歷主的供應，不需擔心虧蝕。 

2. 求主保守各服務單位中心在各區的工作能夠蒙主

恩佑，並傳福音見證神。 

社會服務部 

1. 感謝主的保守，讓總會在動盪的日子

中有平安。 

2. 願主讓新一屆執委會按主心意帶領

本會發展。 

3. 求主供應辦公室有足夠的人手應付

日常繁複的事務。 

香港宣教會 

1. 請為 KIS擴建中學禱告，工程現已落

後，求主帶領保守。 

2. 請為柬埔寨宣教士及同工團隊禱告，求主賜智慧 

予各人，有好的隊工及分工，發展教會。 

3. 求主看顧各地宣教士，加能賜力。 

4. 請為國內教會禱告，王怡牧師被判入獄九年， 

求主看顧眾教會及信徒。 

差傳部 



 

 總會財政簡報 (2019年1-10月)  

 累積收入  HK$  HK$ 

1 各堂會費  2,194,820.00   

2 堂會/信徒奉獻    197,890.70   

3 其他收入    539,797.70   

4 植堂儲備奉獻 0.00   

 總收入  2,932,508.40 

    

 累積支出   

5 人事支出  1,756,523.01   

6 醫療/勞工/第三者/ 

社團責任保險 

   323,387.20   

7 聚會/會議/各部支出    214,052.49   

8 總會經常費    328,646.76   

9 撥款予差傳基金     97,277.00   

10 撥款予教會發展基金     25,000.00   

11 撥往「總會辦事處 

重置基金」 

0.00   

 總支出  2,744,886.46 

    

 2019年1-10月共盈餘  187,621.94 

堂會消息 

 

 

 

 

門徒裝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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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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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題目 講員 

30/1 殯葬服務 陳啟榮傳道 

23/4 婦女事工 繆正秀姑娘 

30/7 柬埔寨辦學 朱分永弟兄 

29/10 福音戒毒 陳兆焯校長 

 

 

2020年各部長
 

趙偉榮牧師 

（差傳部部長） 

張沛鏗牧師 

（牧職部部長） 

 

陳汝生牧師 

（社會服務部部長） 

 

黃志鵬牧師 

（教育部部長） 

  

總會報告 

同工總數: 57    全職同工:36   部份職同工:9    義務同工:12 (截至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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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西（一） 
1.  2020 年教會的主題定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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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相

愛和勇敢去佈道。  

2.  聘請半職女傳道的事宜現正展開，  

求主為教會預備一位適合的同工。  

 

恩
田
堂 

1. 本堂今年的年題是：Sharpen your 

SHAPE－愛主愛人「盡己型」。祈

願上主感動「恩磐人」善用上主

所賜予的恩賜，並找到合適的事

奉崗位參與，以致可以活出榮神

益人的人生。  

2.  請繼續為本堂執事團隊的合作，  

以及為本年度事工計劃的實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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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磐
堂 

 

 

1. Pray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deacons group 

serving the term 2020-2021.  

2. Pray for the transition of RiverGrace.  

3. Pray for God’s provision of pastors to serve in the 

Spanish and Filipino Congregation. 

RiverGrace 



1. 感恩進入 25週年，求主興起眾人作

主門徒。 

2. 今年是佈道年，求主將得救嘅人數天

天加增給我們。 

3. 為現任同工退休及須聘請新同工禱

告 

九龍西（二） 

新界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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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麥牧師將於一月底退休，請為教會能順利交接祈禱。  

2.  感謝天父的供應，恩全鄰舍中心成功申請到中銀兩年的基金，盼望我們能好好運用

這資源，服侍社區長者，把神的愛傳遞給他們。  

恩
全
堂 

1.  為陳牧師早日康復  

2.  為申請開多一間幼稚園  

3.  為教會新一年事工發展。  

恩
光
堂 

1.  教會新一年度的計劃和事工，盼望主恩賜教會同工、執事們及眾肢體有  

足夠能力和靈命實踐真理和見證神。  

2.  3 月 22 日為教會 29 周年堂慶，願教會肢體和中心同事們有美好的一天歡聚，  

榮耀歸予神。  

恩
霖
堂 

    

1.  請為新一屆執事會祈禱，求主帶領及保守。  

2.  請為教會今年各項、各部事工祈禱。  

3.  請為恩錫鄰舍中心今年２月２３日下午步行

籌款祈禱。  

恩
錫
堂 

1.  感恩第三期裝修工程進行中，預計

在 2020 新春前完工。求主讓參與的

師傅及恩基人同得天父的祝福。  

2. 擴堂工程完成後， 29/3/2020  

主日崇拜從“港青“回歸麗群閣

堂址。當日，首次開展主日 2 堂崇

拜。求主預備人心，會眾合一  

投入事奉，更多新朋友赴會，  

福音廣傳，榮耀主名。  

 

恩
基
堂 

2.  請記念 2020 年新一屆執事的事奉，並  

求神賜下合一的心，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3.  請記念在蘇屋邨的外展福音計劃，求主

堅立眾肢體的靈命，以致能讓更多的  

新生命被承載，融入教會健康成長。  

4.  請記念教會因去年的社會運動持續至今

的影響，求主賜下復和與合一的心，  

能讓有嫌隙的肢體因基督的愛，  

可以實踐彼此饒恕，互相接納的真理。  

 

恩
佑
堂 

1 為本堂張執事的健康代禱，有癌症，預計一月尾做手術。感謝神讓她有信心面對！  

2.恩澤堂是所在大廈的立案法團成員，大廈現正進行大型維修，並開始招標聘用新的  

管理公司，願過程平安順利，讓堂會的參與成為好的見證，住戶的祝福！感謝神  

預備了合適的人選幫助！  

3.感謝神在動盪中的保守，讓肢體更彼此珍惜，又讓我們有同行的堂會、機構，能服事

不同的群體。感謝主！  

恩
澤
堂 

九龍東 

恩
溢
堂 

1.  為新一屆執事會祈禱，人數只有三人，  

但感謝神，他們心志堅定，信心充足。  

2.  為聘請兩位傳道人祈禱。一位牧養青少年，

另一位是牧養婦女，現有一位合適的青少年

傳道應徵者，希望一切順利，並能盡快上任。 

恩
盈
堂 



1.  鄭國光傳道將於 1 月 1 日起成為署理堂主任，

求神保守鄭傳道新接任之適應。  

2.  求神保守新一屆執事團隊，能緊密合作，事主

得力。  

3.  願恩召家在推行新一年的發展方向，不斷緊跟

隨神的帶領，行在祂的心意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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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西 
1.  今年，教會年題定為：  

「信靠神；共建共行」。願肢體在

不穩中能堅定信靠神，肢體間能彼

此守望。此外，願教會能向社區  

開放，祝福社區。  

2.  教會身處的屋邨受鼠患困擾。  

恩
福
堂 

1. 請為本堂新一屆執事的事奉代禱。 

2. 教會全年主題為：彼此建立、重整 

生命、更新進深、事主一生！求主 

祝福使用本堂各聖工，以讓信徒靈命 

得以成長，見證基督，榮神益人！ 

3. 感謝主！帶領李偉光牧師及 

酈偉恩姑娘於本堂牧養群羊，敬請為

兩位牧者的事奉代禱。 

恩
典
堂 

 

1. 弟兄姊妹立志傳福音祈禱  2. 為教會守望祈禱 

恩道堂 

1.  去年 15/12 福音主日，有新朋友決志及慕道，感謝主。求主保守新葡的信心，  

又帶領教會的跟進工作。  

2.  2/2 試辦基督少年軍初級組。現正招募隊員 , 求主加添；又求主賜福導師的  

預備。  

恩
晴
堂 

1. 感謝神！ 5/1 廿四周年堂慶，榮光歸天父。  

2. 求主賜智慧及健康予兩位牧者及眾執事，在混亂的社會時局中帶領教會，  

牧養會眾。  

3. 求主賜福青少年事工，讓青少年好好成長。  

4. 今年年題是「伴你同行」，求主使用。  

恩
耀
堂 

請記念堂會聚會：   

1 月 5 日  (日 ) 上午十四周年堂慶崇拜、  

下午 "Teen 國度 "繽紛畢業禮及攤位活動  

(義賣支持柬埔寨建校 )、義診等；   

1 月 12 日 (日 )   下午 2:00-4:00   十四周年堂慶茶聚；  

2 月 2 日  (日 )新春團拜；  

3 月 29 日 (日 )  步行籌款。  

  對外服侍：  1月 18 日 (六 )下午 2:00-5:00   葛量洪醫院新春床邊探訪行動； 

1 月 31 日 (五 )至 2 月 9 日  新春探訪行動；  

3 月 14、 21、 28 日 (六 )護老院舍復活節慶祝聚會。  

恩
言
堂 

 

港九區 

恩

召

堂 

1. 為 2020 年事工  

計劃，願天父加添  

我們信心，讓我們  

發揮恩賜，一同  

服侍、一同經歷主。 

恩
雨
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