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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香港置身「新冠肺炎」疫情下，嚴重影響市民的生活節奏，也將整個社會生態揭露， 

貧窮的問題是恆久存在；1自２月初有７間關注基層的基督教機構呼籲下，有百多間堂會和機構合

作，主動關注自己社區內的基層家庭，提供捐贈物資支援對抗疫情下的家庭。2同時在疫情的場景

下，信徒每天都收到網上傳遞的禱文和鼓勵的分享，大家彼此守望支持；相信未接受主的市民，

心靈裡對平安的渴求，實在不用多言。教會作為上帝在地上的見證群體，固然秉承福音傳至地極

的使命，也須履行「成為他人的好鄰舍」的教訓。 

  香港宣教會一直持守社區服侍的取向，從過去 

開設閱覽室、家庭服務中心、長者服務中心、 

幼稚園教育等服侍社區和坊眾；近年有部分堂會 

更積極推動義工服務，回應社區的需要，舉辦多項 

服務，甚至在颱風過後，有堂會主動幫忙清理社區 

堆積的垃圾等，這一切都是我們服侍(善行)的見證。 

  追溯約翰.衛斯理的生平；在 1730 年 8 月他與「神聖會」3開始定期到牛津監獄探訪，為囚犯

提供食物和衣服，甚至集資為因欠債被關進監獄者償還債務，及後更擴展照顧牛津周圍的病人；
41732 年神聖會探訪救濟院(poor house)5並建立一所學校教導窮人的孩子。當時約翰.衛斯理開創

的慈善活動被人指責和嘲笑，他向會員回應：「他們做這些事是為了效法基督，乃是以初期教會為

榜樣。基督徒向他人傳福音的時候，同時也要行善…….這樣的善行可以感動鄰舍，是開啟屬靈 

交通的最佳管道。…….這是『成就基督愛神和愛鄰舍』兩大綱領的道路，這才是真正的效法耶穌。」
6這可說是約翰.衛斯理社關行動的雛形，他視傳福音和行善是不可切割。約翰.衛斯理經常探訪貧

窮人，出入當時一般人都不願意到這些地方髒亂、道德墮落和暴力發生的環境，他不單把救濟品

帶給窮人，他更希望將基督的福音和愛帶給他們，固此，約翰.衛斯理是傳福音與實踐福音的使徒。
7約翰.衛斯理除了持守和實踐，更製定《基督徒的生活規則》來教導循道會友遵守，指出：「盡力

行你所能行的所有善；竭盡全力用所有的方法；在所有環境和場所、在所有機會、對所有的人，

在你活著的年日行所有的善。」8誠如箴言三 27：「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

得的人施行。」 

 
1 香港政府新聞公報《2018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整體貧窮數字輕微上升，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分別為 102.4 萬人及 14.9%。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12/13/P2019121300600.htm 
2 七機構呼籲幫助基層家庭抗疫 多間教會機構響應（11/2 更新）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61073&Pid=102&Version=0&Cid=2141 
3 「神聖會」：1729 年 11 月開始由查理斯.衛斯理在牛津大學與友人聚會開始，主要是推動學移術研究與增進敬虔生活，及後約翰.衛斯理加入，成為強大影響力的的敬虔訓練會。從 1732 年開

始，幾乎每天晚上聚會，透過閱讀聖經、敬虔書籍與默想，徹底省察並改革自己的內心與生活；至 1735 年增至 40 多名會員。參金振鬥著《約翰 . 衛斯理的生平》。台灣：聖光神學院出版。頁

58-59。 
4 參同上註書。頁 60-61。 
5 「求濟院」：是當時英國收容貧窮人、無法自理的殘疾人和罹患不治之症的人，一同生活和勞動的地方，他們都不被社會和教會所關心，神聖會就成為的朋友，並且建立一所學校教導窮人的孩

子，是英國教會史上的創舉。參金振鬥著《約翰 . 衛斯理的生平》。台灣：聖光神學院出版。頁 61、292。 
6 見同上註書，頁 61。 
7 參同上註書，頁 294-295。 
8 見同上註書，頁 285-286，部分標點是筆者加上。 
 

【葛量洪醫院義工探訪活動】 



恩全堂                                  麥麗嬋牧師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馬可福音 16:15 

這是天父給我們基督徒的大使命，也是我們恩全堂致力所追隨的大使命，帶著 

天父愛，進入社區家庭，透過我們所成立的「愛延動」小組，將教會對傳福音有負擔的

弟兄姊妹連在一起，把愛在社區伸延、並且帶動及感染其他人。 

近日，我們在社區舉辦了「聖誕佳棋」嘉年華活動，通過提供多款桌上遊戲， 

鼓勵家長和子女一同享受遊戲時光，以桌遊來作交流，建立優質親子時間，藉此提升 

親子關係。與此同時，在家長輪候遊戲時間中，我們更有機會和他們進一步瞭解溝通及

聆聽他們的需要，建立友好關係，嘗試向他們傳福音，並祝福他們。 

另外，我們亦藉著恩全鄰舍中心所推行的「小學生自修室成長計劃」接觸區內 

家長，並透過舉行親子家長講座，進行小組及聚餐，建立彼此良好互信關係，帶領他們

認識耶穌基督，讓他們不只是能經歷福音大能，還能感受及真實經歷到耶穌基督的愛。 

除此以外，今年我們更成立了恩全探訪隊，探訪區內有需要家庭、獨居長者及 

兩老，透過接觸新朋友，帶領他們信主，並與他們一同實踐信仰，邀請他們加入 

「佈道小組」，帶領更多人認識耶穌基督，一同經歷主愛，一同轉化世界。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神的恩典不只是夠我們用，而且藉著祂的恩典讓 

我們有機會與社區分享。雖然，現在我們面對武漢肺炎疫情，社會充滿擔憂的情緒。 

但我們仍然相信是收割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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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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主任分享  

『堂會對社關工作的參與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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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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霖堂分享               陳汝生牧師 
三月份的日子裡，恩霖堂在疫情下渡過二十九周年的堂慶，當然我們的家庭中心 

也二十九歲了。雖然當天只有網上直播崇拜，也沒有愛筵，但我們眾肢體和中心 

同事也同一時間參與崇拜和分享見證。近這十個月裡，無論修例的社會運動或疫情的 

影響，都實質地影響教會和家庭中心的運作，甚至影響每個人的心靈和情緒。但我們 

仍然感謝天父上帝交予教會的使命和賜予恩霖堂作為「社區教會」的身份。 

在修例的社會運動中，我們舉辦一些講座和活動，讓坊眾能夠有一個分享的機會，

甚至情緒和感受的支援和抒發。在社區內，我們也會面對不同的政見立場的人士，我們

作為一間「社區教會」需要接納不同意見的街坊，同樣無私地提供服務及支援， 

以致他／她們感受基督的關愛精神。 

另外，在這不明朗而令人憂心的疫情中，社區的街坊同樣擔心自己會否受感染？ 

是否足夠口罩？是否缺乏廁紙及消毒用品？雖然我們這些口罩和消毒用品不是積存 

太多，但我們仍然可以在這疫情中，派發給有需要的人士。教會主力將口罩派予 

街上的清潔工人和需要人士；而家庭中心主動派發口罩給予長者和服務使用者。 

我們的事奉和工作不單只受惠者說聲「多謝」，更令我們快慰的就是他／她們認識

和感受到「宣教會」的關懷，甚至多謝我們背後的「耶穌」，見證祂的榮美和真實。 

我們憑著盼望都相信這疫情總有一天會過去和漸趨穩定，惟有主耶穌的慈愛和憐憫永遠

長存，祂那不離不棄的愛永遠伴隨左右。 

 

 



恩盈堂                      陳志豪傳道 

陳志豪，一個十分普通的名字，自己成長亦是一位十分普通的

年青人。但因著上主的呼召，讓我成為家中第一位信耶穌的人；亦

因祂的呼召，今天能夠專心事奉祂，一切唯獨恩典。 

Caleb，是信主二個星期後決定的名字。在一次查經中認識了

迦勒，看見上主對他的評價是：「因他另有一個心志，專一跟從我」

(民 14:24)，這成為心底中的渴望，能夠專一跟從上主。 

今天，上主帶領來到宣教會恩盈堂事奉。剛上任就遇著 

武漢肺炎本地爆發，第二個主日就已經實行網上崇拜。在未能親身 

認識眾肢體的期間，實是專心事主的挑戰。把握不同工具、管道、 

機會，接觸、牧養眾肢體，與他們共同面對各種變化，是既新鮮 

又有趣的經驗。 

盼望在恩盈堂，能與眾肢體不斷經歷上主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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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園地          新同工入職分享 

  恩雨堂        

大家好！我是林樹榮傳道，於 2019 年 9 月 1 日開始 

在宣教會恩雨堂服侍。「香港宣教會」這名字從不陌生， 

因為我 03 年畢業時已在這宗派內服侍，當時只是一位 

不懂世事的小子，經常犯錯帶給堂主任不少麻煩。 

但意想不到的是離開十三年後會重返這個大家庭， 

每位牧者臉孔都似曾相識，隔外親切。 

林樹榮傳道 

我由 9 月至今約在恩雨堂服侍了半年，這半年裡要面對很大的挑戰，就是一人同工(即只得一位

傳道人)。過往服侍的教會都有幾位牧者互相配搭，互相交流，更有堂主任指導工作，但這裡只能 

自己與幹事一同服侍，並且接觸過往少參與事奉的範疇，如每星期撰寫文章分享或處理白事等。 

另外，每間教會都有他們獨特的文化和背景，不能把過往的經驗全搬到這裡，我需要負出 200%的 

努力才能適應新的轉變。不過，感謝神恩雨堂弟兄姊妹的包容和接納，讓我能慢慢適應新環境。 

另外，感恩堂會是一間小型教會，人數約 50-60 人，以家庭單位為主，大家關係密切，無所不談， 

就像自己成長的教會一樣，份外親切，減省不少適應的障礙。 

今年是恩雨堂 65 週年，盼望能與弟兄姊妹攜手邁向 70、80 週年，見證神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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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會所差派宣教士代禱事項 差關園地 

 

 

 

徐而安姊妹(信徒宣教) 

1. 為全球疫情禱告，柬埔寨逐漸出現確診個案，求主保守眾人平安。 

2. 二月份開始在 KIS 組成 Running Team，除了訓練學生體能及堅守練習， 

同時亦有團契生活。 

3. 配合 KIS 十年級教學，現正在翻譯防疫 COVID-19 漫畫，求主賜智慧及 

使用。 

柬埔寨工場 

 日本工場 - 謝碧霞宣教士(日本山口縣宣教事工) 
1. 2020 年是艱難的一年，求主保守看顧，供應一切需要。更保守恩盈堂能繼續成為

差遣教會。願主將得救人數天天加給教會。特別宇部教會的崇拜人數。為新一年教

會的行事曆祈禱，願主感動更多人事奉。 

2. 為一直接觸的日語老師: 右田先生，宮本女士，藤井先生，杉山先生信主祈禱。 

為英語聖經班的部阪女士，今岡女士，木村夫婦信主祈禱。 

3. 為一班住在宇部市的中國婦女祈禱，很想成立中國人團契，求主幫助。也為住在宇

部的外國人祈禱，盼望他們能來教會聽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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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堂工作繼續進行，感謝神已完成 90%或以上，不過有很多細節，如安

裝巨型電風扇、廁所、油漆等，請為所有建築工人的安全禱告，特別是

他們信主方面，他們全是天主教徒，間中來參加我們教會的主日崇拜。 

2. 請為申請所有政府檔順利禱告。 

3. 請為事工方面禱告，除了一般進行的事工，四、五月是菲律賓學校暑假， 

將會有更多事工，請為人心對主開放禱告。 

4. 請為我們和所有同工身心靈禱告，四位男同工在神學院唸書快完成第三

年的課程，要趕功課，加上事奉，而 Mark 和我有時亦感疲乏，請記念。 

郭建蘭宣教士(柬埔寨學生及教會青少年事工 

4. 我的第一任期即將完結，六月中將回港放假及述職，並為之後事奉的方向及模式作準備，求神賜下平安、

並更新我的生命、聆聽神的帶領。 

5. 踏入柬埔寨天氣酷熱及缺水停電的季節，同時本地人對疫症無知又恐懼，求神賜下信心盼望，不論香港或

柬埔寨的信徒都有力面對各挑戰、疫情，叫眾人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似乎憂愁卻

是常常喜樂。 

 

1. 之前居住的單位因屋主的裝修工程導致漏水、天花塌下等情況，感謝神保守

及工場其他宣教士的幫忙，能在短時間內撤離、出售傢俱，並已搬進另一單

位居住。 

2. 請記念同工 Nut 離職後，我與 Sokna 及 Sophea 各自攤分了更多事奉崗位，KIS

生命教育也暫由我和 Sokna 兼教，事奉更忙碌、同時也更乏力，求神預備合

適的新同工及興起肢體熱心事主。 



B.本會所支持宣教士代禱事

項 

 
 

比利時工場 -陳少平宣教士家庭 

烏克蘭工場 – 馬素倫宣教士家庭 
(烏克蘭大學生小組事工) 

1. 請為每週在格林欽科大學內舉行的英語小組和

新開設的查經小組禱告，求主感動更多學生前

來參與， 讓他們明白聖經真理、得著救恩。 

2.  請為我們暑假的兩個英語營禱告，每組需要 

10-15 英語講員, 求神供應 

3. Alex 將在 4 月舉行大學課程 

裏最後一場個人演奏會， 

請為他的預備禱告， 

求神看顧和保守。 

活

動

推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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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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疫症後社會上各方面的 

復甦禱告； 

2. 弟兄姐妹們生活上重新的調整； 

3. 牧者在疫情下，到位的生命 

牧養和反省。 

4. 兒子三月轉到首爾新學校任外藉教師，為他新環境

全面的適應祈禱。 

 

 

1. 歐洲疫情肆虐，比利時確診

個案不斷攀升，新成立的

魯汶華人教會在政府防疫

措施下須暫停聚會，求主 

止息歐洲的疫情， 
賜弟兄姊妹平安及信心跟隨祂。 

2. 現時教會改為網上聚會，求主賜我們智慧和 

信心，在疫情中引領教會走在祂的心意裡， 

繼續見證祂。 

3. 我們的兒子就讀的中學及魯汶大學區亦有確診 

個案,求主保守我們一家的健康。 

4. 求神保守 Anna 父母的健康，在疫情下一出一入

都有主耶穌的保護；另外，媽媽因為腦退化 

問題，最近外出走失數次，求神幫助爸爸有耐性

細心照顧她。 

德國工場 – 蔡定邦宣教士家庭 
(德國華人留學生事工) 

1. 新冠狀病毒在歐洲 

爆發，德國確診人數 

已接近 10,000 人， 

超市很多生活用品被 

搶購一空； 

2. 政府下令各級學校停課， 

並封閉邊境。祈禱各國政府有智慧控制疫情。 

3. 大部份華人教會也停止聚會，改為網上敬拜和查經； 

另於法蘭克福的復活節造就營已決定取消。 

他們事奉模式必須改變，求主讓會眾能夠適應， 

並在逆境中仰望主。 

4. 由於停課，我們三名孩子均已回家。大女兒原定要 

在公司實習，但疫情爆發至今仍未找到。 

各人身體均沒大礙，感謝主！ 



朱分永弟兄（退休警司） 

退休後參與柬埔寨學校兩次建校工程的監督工作 

 

筆者有幸經歷了柬埔寨迦密國際學校之一，二期興建工程，有感耶和華神掌管一切， 

並在人的不足處顯出祂全然的保守和供應。 

臨近二期興建項目快將完工之際，對比上期興建時所遇上的困難和挑戰更大、更嚴峻。 

今次的建築承辦商以劃則為主，在建築經驗方面資歷尚淺，但招標價廉吸引， 

故此，建築小組決定與其簽訂契約。 

自本期工程開展以來，主要面對以下四方面嚴重問題: 

1）承辦商建造經驗不足 

2）施工時間進度緩慢 

3）人事管理不當，工人時有流失 

4）施工程式監管不力 

感謝神，雖然過程困難重重，極具挑戰性，但神卻為我們預備了不同人士去協作: 

包括國際教育協會的弟兄、每週末及在關鍵時刻義務親臨工地協助的柬人士域他弟兄、及從香港

來的三會以外的專業肢體幫忙監管進度及監控質素，以致問題得以迎刃而解。 

願榮耀頌讚歸給全能的父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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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埔寨辦學近況 

 

 

 

  

 

 

 

 

 

 

 

 

 

 

 

 

  

 

 

 

 

 

 
 

  ７

７ 

1. 因疫情關係，教會暫停所有公開性聚會。 
2. Pastor Nut 已於 3 月離職，求主加力給 

各同工，滿有能力去分擔教會事奉。 
3. 請為教會聘請校牧禱告。 
4. 請為教會聘請實習神學生禱告。 
5. 請為教會的敬拜訓練禱告（歌唱、帶領 

技巧、樂器） 
 

森
速
堂 

 柬埔寨宣教會 最新動向及代禱事項 

 



各部事工與代禱 

 

1. 感謝主恩領學院春季學期順利於三月全面以網上形式開課，同學們  

也很快適應此學習模式。請為各位老師的備課及教學代禱。 

2.  本屆畢業典禮訂於 6 月 14 日 ( 星期日) 舉行，面對香港疫情的嚴峻，前面的環境仍有很多未

知數。請為學院同工的籌備工作禱告。 

3. 院長李保羅牧師將於六月底退休，求主幫助院董們在新任院長的安排上有智慧聰明。 

4.  

衛道神學研究院 

差傳部電子郵箱：hkecmission2014@gmail.com 
 ８

７ 

1. 由於疫情越發嚴峻，恢復實體崇拜仍會根據政府政策再作實際打算。區會也將會

調查瞭解肢體的出席狀況而再作決定。求神帶領。 

2. 為徐而安姐妹將於 4 月 2 日離開隔離酒店，但因政策關係仍未能回內地居住，求主預備一切； 

亦為柬埔寨的疫情禱告，當地已停止上課，疫情日漸增多，求主保守代禱。 

澳門區 

1. 因疫情緣故，柬埔寨政府宣佈暫停所有宗教活動，森速堂須暫停所有聚會。 

2. 郭建蘭宣教士已返香港，徐而安宣教士已返澳門，求主保守本地同工及宣教士身心健康。 

3. 請記念各地宣教士，特別是歐洲的工場，包括蔡定邦家庭、陳少平家庭等。 

4. 求主眷顧菲律賓工場，所有教會已停止主日崇拜，請記念鄧肖蓮宣教士在貧民區的 

工作，一旦有貧民確診，便會蔓延得很快，求主憐憫。 

差傳部 

1. 請記念疫情對教會的影響。 

2. 求主賜智慧讓堂會在疫情中與社區同步面對時艱，並儘所能協助有需要的巿民。 

3. 求主讓教會成為教會，在困境中繼續發揮作光作鹽的美好見證。 

香港宣教會 

1. 疫情的緣故，各區的中心/ 

家庭中心暫停對外服務， 

經濟都受到嚴重影響，求主讓我們能夠尋找出

路，經歷耶和華以勒。 

2. 求主耶穌幫助及讓中心同事能夠有智慧地安

排暑期的活動。 

3. 如果日後中心開放服務後，求主保護同事能有 

健康身體和精神面對各服務使用者。 

社會服務部 
1. 請到因疫情而取消的課程

及聚會的重新安排代禱。 

2. 上半年教牧同工培訓日營將延期至 9/6 

進行，求主使用。 

3. 求主保守 2020 青少年大本營

（24-26/7/2020）的報名情況，讓年青人

在營中經歷靈命復興，重尋時代使命。 

教育部 

1. 求主保守在各地的宣教士及民眾, 新冠病毒重創部份他們所身處的國家。 

2. 為各宣教士及傳道同工此際能以創意的方式繼續傳道及牧養。 

3. 歐萬斯牧師伉儷將於七月份正式退休返美，求主賜下智慧能力與供應。另許寶山先生在

RiverGrace 的事奉會更重，求主帶領, 更望 5 月 12 日的按牧典禮能如期舉行。 

4. 為 Irma 傳道計劃先回菲律賓，然後返港擔任全職傳道一事禱告。 

國際宣教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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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東─何漢麟牧師       九龍西(一)─李保羅牧師         九龍西(二)─陳建超牧師     
新界東─陳月嫦牧師       新界西─張沛鏗牧師             港九區─黃志鵬牧師 
 

2020 年各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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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會財政簡報 (2019年1-12月)  

 累積收入  HK$   HK$  

1 各堂會費 2,786,160.00   

2 堂會/信徒奉獻   248,200.30   

3 其他收入    675,955.86   

4 植堂儲備奉獻 0.00   

 總收入  3,710,316.16  

    

 累積支出   

5 人事支出 2,160,445.35   

6 醫療/勞工/第三者/社團責任保險  

300,727.06  

 

7 聚會/會議/各部支出   240,653.49   

8 總會經常費   413,731.69   

9 撥款予差傳基金   116,7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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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總支出  3,262,288.59  

    

 2019年1-12月共盈餘    448,0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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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題目 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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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職部部長 

張沛鏗牧師 

教育部部長 

黃志鵬牧師 

差傳部部長 

趙偉榮牧師 

社會服務部部長 

陳金蓮牧師 



堂會消息 
 

 
 

 

 

 

 

 

 

 

 

 

 

 

 

 

 

 

 

 

 

 

 

 

 

 

 

 

 

 

 

 

 

 

 

 

 

  

港九區 

請記念堂會聚會： 

 4 月 12 日(日)「   復活節福音主日」，講員為淩民興牧師。 

 原訂於 5 月 17 日(日) 舉行的 2020 年「踐信榮神」步行籌款；由於疫情關係改以自由行

形式進行；由港鐵大圍站至石門站，全 程 4 公里，籌款 目標為港幣 46 萬事工費。 

 5 月 24 日(日) 「 基督少年軍立願禮崇拜  」講員為馮偉權牧師。 

 5 月 31 日(日)「差傳主日」，講員為譚齊順牧師。 

 7 月 1 日(三、公假)舉行「 讀經日營 」，時間為上午 10:00 至下午 04:00； 

地點為恩言堂；講員（暫定）為淩民興牧師、戴志雄傳道。 

 代禱事宜：因應疫情關係，本堂暫停護老院聚會、醫院探訪活動，及部分職場點聚會， 

求神帶領早日渡過疫情，恢後服侍行動。 

恩
言
堂 

 

1. 新一年度的崇拜模式及牧養方式

稍有微調，期望能持續按著 

神的心意發展天國事工及 

牧養弟兄姊妹。 

恩
召
堂 

1. 在這疫情下，求天父恩領堂會調整及

靈活策略，使弟兄姊妹仍能在主裡  

彼此關顧建立。  

義補福音事工仍可持續推展。  

恩
雨
堂 

九龍東 

1. 為教會 25 週年(銀禧)自立暨堂慶計劃禱告

（特別會友大會現延至 5 月 17 日  )。 

2. 為閱覽中心事工擴展之步行籌款計劃禱告

（現將延至 5 月 23 日上午舉行）。 

3. 為眾肢體在疫情下仍持守對主的信心和 

盼望，活出不一樣的愛神愛人生命。 

恩

溢

堂 

1. 為疫情期間弟兄姊妹間的聯繫及 

牧養，以網上直播兩堂崇拜的安排， 

求主保守。 

2. 在增聘傳道人事上代求，求主帶領合適

同工加入。 

3.  記念在本年度家庭事工的推行。 

恩

浩

堂 

1.  感恩本堂執事同工面對疫情，大家都齊心一致提出靈活快速的應變措施應對疫情的變化， 

大家都體驗合一的寶貴。 

2.  感恩陳志豪傳道加盟香港宣教會，並在本堂牧養青少年，願主祝福他和本堂青少年，能一同 

經歷祌，一同成長。 

3.  今年本堂與恩溢攜手合作舉辦網上受苦節崇拜，願主賜福，讓這崇拜能紀念主為我們受苦， 

並使我們明白十架上的義。 

恩

盈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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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九龍西（一） 

1. 4 月 5 日是恩澤堂的 53 周年堂慶，感謝  

神！當崇拜、團契、會議、課程都需要

轉到網上進行時，求主幫助我們在分散

中，更緊緊連結於主！  

2. 求主幫助我們看到困難中的契機，讓恩

澤家變得更有活力，更能祝福鄰舍！  

恩

澤

堂 

1.  祈願上主幫助恩磐家全體會眾，深徹地回顧昔日西教士遠渡重洋及排除萬難建

立教會，並實踐大使命的決心，繼而得著鼓舞與激勵，用心努力地與教會領袖

配搭，全面地將本堂變革成為一所榮神益人的優質「使命教會」 ! 

2.  作為一所初階的使命教會，恩磐家委身於上主的大使命和大訓命發展聖工 : 對

內，用心培育會眾成為優質門徒 ; 對外，本堂努力接觸未信主的朋友，鼓勵他

們決志歸入主的名下。然而，一切聖工的發展，均要有足夠的資金支持。故此，

在新的一個季度，祈求恩磐家全體會眾，都樂意順服實踐上主有關什一奉獻的

教導，享受上主賜予的「十分之九」之餘，亦不忘把當納的「十分之一」  奉獻

給上主，藉此使堂會和自己也得蒙祝福。  

 

恩

磐

堂 

1.  感謝神！在疫情之下我們仍然一同  

敬拜崇拜，也為著未能外出的肢體，  

我們嘗試 FaceBook Live 及 YouTube 

直播。  

2.  感謝神！新一屆執事在一月正式就任。  

求天父叫我們同心努力事奉。  

3.  請記念 Pastor Irma Gonzales，她將於  

四月底回到菲律賓放假。求天父為她  

預備工作簽證，以致可以回港繼續

RiverGrace 事奉。  

River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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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期四年的「讀經計劃」已進行了

兩年，神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

上的光，求神叫弟兄姊妹繼續努

力，保持每日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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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田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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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求主止息新典肺炎，保護醫療

團隊（本堂約 12 位），醫治

病患者。  

2.  感恩擴堂裝修接近完成，求主

賜福 29/3 回歸麗群閣後崇拜

的安排，讓會眾更同心協力在  

鄰舍中見證主的愛及榮耀。  

恩

基

堂 

1.  請記念眾肢體並他們的家人，不因疫情影響，有健康，平安的心，  

也有繼續堅持參與網上直播崇拜的心志祈禱。  

2.  請記念受苦節和復活節的崇拜安排，求主讓弟兄姊妹不因疫情影響，  

而淡忘主的救贖與復活的大能。  

3.  請記念在疫情下，教會透過社區服侍能讓街坊對神的愛有更深的體會，  

教會能成為見證福音，榮耀耶穌的群體。  

恩

佑

堂 



 

新界東 

新界西 

1. 麥麗嬋牧師退休之後，身份由堂主任轉變成為顧問牧師。求主保守麥牧師可以有好好的 

休息時間，讓心身靈都可以安歇在天父的懷裡。 

2. 因疫情的影響之下，教會的所有聚會也受到影響，現在由實體聚會轉變成網上平臺聚會， 

求主都使用同工們及講員的預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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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之下，中心所有活動都被暫停，大大影響收入，是一個信心的考驗。求主保守供應，

也賜下智慧讓我們找到其他的資助方案。 

 

恩

全

堂 

1.  在疫情中，沒有實體崇拜的緣故，求主保守教會肢體的相交生活不停止及彼此相顧， 

而疫情能夠盡快穩定下來。 

2.  求主保守在網上的講道、門訓和主日學的事工不停止，讓參加的肢體能夠得造就得益處。 

3.  四月份舉行會友大會，亦會選出下屆執事，求主為教會預備合適的僕人。 

恩
霖
堂 

 

 

 
 

1.  為香港疫情好轉， 

患者早日康復。 

2.  能早日開辦一間新幼兒學校。 

3.  保守陳金蓮牧師身體健康。 

恩
光
堂 

1.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各項聚會需要  
調整及取消，求主賜智有慧有更好的安排。 

2.  請為恩賜憐鄰舍中心祈禱，中心在疫情  
期間盡力為街坊提供協助及支援。  

3.  請為恩錫鄰舍中心的社區工作祈禱。  

恩
錫
堂 

1. 請為弟兄姊妹 

健康祈禱 

恩道堂 

1. 感謝主的保守，讓本堂肢體在疫情中有平安！ 

2. 求主使用本堂受苦節晚，及復活節主日的崇拜聚會，讓信徒能念主恩並更愛主愛人！ 

3. 請為本堂暑期青少年營會的籌備工作代禱！ 

4. 請為本堂暑期聖經班的籌備，及為學員家長的跟進工作代禱！ 

5. 請為本堂聘請傳道同工代禱！ 

恩

典

堂 
1.  疫情嚴峻下，本堂的崇拜改為網上直播。願主保守肢體的心，  

在家中同心敬拜主。在逆境中倚靠神，彼此守望。  

2.  疫情下，長者中心提供有限度服務。  

 感恩有聯網及社區人士捐贈防疫物資給長者。  
 記念長者義工製作布口罩給有需要長者。  
 記念各同事及長者於疫情中的身心靈。  

恩

福

堂 

1. 本堂有很多位弟兄姊妹擔任醫護，求主保守他們的身體， 

賜福他們的工作。 

2. 求主賜福教牧同工與執事會在疫症期間有智慧處理教會各項事情。 

恩
耀
堂 

感恩： 1. 會眾平安。 

2. 本堂借用場地, 在早期疫情下仍可以舉行崇拜聚會。 

3. 會眾明白和遵行各樣繁瑣的聚會防疫措施。 

代禱： 1. 本堂原定 2 月試辦基督少年軍分隊, 因疫情已兩次延後。現計劃 7 月試辦, 求主帶領。

2. 停止聚會、探訪、聚餐等, 對牧養造成很多限制。求主指教我們怎樣牧養弟兄姊妹。 

恩

晴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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