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會宣教三十載簡史 關志強牧師（差傳部部長/候任總幹事） 

香港宣教會顧名思義是一個重視「普世宣教」的教會，正是主耶穌升天前對我們的吩咐：「所以，你們
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如此一來，教會投身參與普世宣教事工是不容置疑的事，也只有這樣做，
才能滿足主耶穌的心意。感恩「香港宣教會」早於三十年前，就已經開始了投身宣教的服事，且讓我向
大家簡述如下： 
     一）1988 至 1998 年：本會與「國際宣教協會(One Mission Society)」之

「人人得聞福音佈道隊」合作於澳門黑沙環「龍園大樓」展開跨文化福音工作，

建立「澳門宣教會龍園堂」。及後事工發展一直蒙神賜福，並於 2006 年重新註冊

改名「香港宣教會(澳門區)」，成為自養自傳之區會，繼續推動本地佈道及海外宣

教事工。本會於 1988 年配搭「海外基督使團(OMF)」差派恩雨堂鄧肖蓮姊妹前往

菲律賓宣教，在當地認識麥道為弟兄並締結婚盟。及後於 1992年兩人獲差派再前

往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展開貧民窟宣教事工，藉籃球事工接觸當地居民，並向他們

傳揚救恩，至今這個宣教士家庭已服事菲律賓人超過三十年。近年更積極推動海

外籌募捐獻，於當地興建一座籃球事工中心來長遠發展教會事工，並培育四位當地年青人接受神學訓

練，延續宣教事工的發展。 

二）1999 至 2009 年：為了強化本會宣教事工之發展，總會差傳部決定於 2004 年重啟中國事工，

並先後與兩間三自教會建立伙伴關係，又安排每年探訪及交流事工至今。同期，本會也開始探索更多海

外宣教的機會，首先於湄公河流域中的柬埔寨，開始了工場探訪及尋求宣教發展之可能性。及後本會聯

同「華人福音普傳會」差派本會「譚澍剛羅秀蘭宣教士家庭」於 2005 年底出發，從事華人子弟教育事

工，並聯同其他宣教士開展柬埔寨植堂及大學生宿舍事工。本會且定期差遣訪宣隊到當地支援宣教事

工。另本會也曾於 2003至 2006 年間幾度差派訪宣隊到訪越南華人教會，探討互相合作之空間，及後因

當地教會傳道同工的更變，導致事工出現障礙。於 2008 年本會與「香港循理會」及「基督教興學會」

合組成立「國際教育協會」，銳意以基督教教育來為柬埔寨新一代家庭帶來改變，並為柬國培育未來良

好公民。 

     三）2010至 2019年：「國際教育協會」的柬埔寨「迦密國際學校」於 2011年 9月正式開課，2020

年 10 月完成擴建中學新校舍。現時學校共有十一級合共約 700 位學生，未來將繼續拓展至十二級（中

六），好讓畢業生具備參加政府大學入學試的資格。憑著以基督信仰辦學這個契機，本會早前邀請在柬

埔寨服事 6年之宣教士家庭轉投校園福音事工，也先後聘請兩位當地教牧同工，進入校園成為校牧及生

命教育(聖經)科老師，及後再有兩位年青(郭建蘭、徐而安)姊妹先後被差派加入這個校園福音禾場，致

力推動青少年福音工作，並於 2014 年建立「柬埔寨宣教會」的首間教會「森速堂」牧養當地信徒。2017

年本會差派數位教牧前往泰北清萊及緬甸大其力市探訪，探索本會發展湄公河流域之「泰國」及「緬甸」

宣教事工的可行性。及後於 2018 及 2019 年，本會再差派兩隊青年訪宣隊，參與泰北清萊少數民族之英

語教學服事及學生交流。並於 2019 年 3 月份差派了兩位教牧專程到緬甸大其力市與當地同工作深入的

交流及探訪，為未來宣教事工開展作進一步探索。 

     在本地方面，本會恩雨堂於 2010 年得到國際宣教協會(OMS)的支持，差派歐萬斯牧師及師母到該

堂回應社區需要，開展英語事工，服事不懂中文的人士，主要是一些在港少數族裔及弱勢社群。於 2011

年 5月開始主日英語崇拜，至 2017 年 11 月正式成立 RIVERGRACE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EVANGELICAL 

CHURCH，為香港宣教會首間國際教會，專注在港發展本地跨文化宣教工作。 

     為進一步深化本會中國事工，服事華人，於 2016 年及 2019 年本會透過不同差會分別差派本會肢

體前往德國及比利時作華人福音工作，進一步推動本會「普世華人事工」的開展，回應普世華人福音事

工的需要。綜觀歷史，神不單把「普世宣教」的種子放在本會眾會眾的心中，也實實在在透過不同的宣

教士成就了不同宣教工場的發展及成就，讓我們共同承擔及努力投身其中。聖經說：「我深信那在你們

中間開始了美好工作的，到了基督耶穌的日子，必成全這工作。」（腓一 6新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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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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建蘭宣教士 
「柬埔寨工場介紹」 

 

辦學事工 

     迦密國際學校踏入建校第十年，我在學

校擔任宗教主任的角色，協調宣教會、循理

會本地牧者及老師作校園福音工作。在柬埔

寨，以本地人為對象的基督教學校屈指可

算，傳道同工對校園福音工作的概念陌生，

宣教士需要建構宗教課程內容，並培訓同工

藉著生命教育課、學生小組、家長活動等方

式傳福音。近年政府收緊校內談論基督信仰

的限制，我們需發掘更具創意的佈道方式。

去年年初一位中文老師在學校成立了第一支

青少年福音跑隊—「跑孩(SUSU)」，透過跑步

訓練學生的體魄及心志，以基督的信仰及價

值陪伴他們走人生的道路。跑孩於十一月完

成了柬埔寨獨立六十七周年的紀念賽，對缺

乏體能訓練的本地學生來說，6.7 公里是相

當長的賽程，但他們堅持跑完全程，宣揚不

輕言放棄的信念！有老師被感動，邀請我們

一同構思建立福音單車隊，讓學生將福音帶

出校園。 

 

 

 

植堂事工 

     柬埔寨宣教會目前有一間堂會-柬埔寨

宣教會森速堂，由一對本地同工夫婦帶領，

會眾以迦密國際學校的學生為主，各小組及

崇拜人數共四十多人。感謝神的保守，2020

年 9 月終獲批准續牌，成為同區僅有兩間政

府許可的註冊教會之一。 

由於森速堂會眾的平均年齡不足二十歲，是

一間很「年輕」的教會，我們同樣需要年輕

充滿活力的方式培訓會眾成為教會領袖及事

奉人員，包括下鄉佈道、運動事工、帶領學

生定期在村內舉辦福音嘉年華等。2021 年將

會有第一批青年接受洗禮。最近在柬埔寨極

端靈恩及來自韓國的異端盛行，訓練門徒及

教導他們研讀聖經是未來重要的方向。 

在沒有短宣的情況下，森速堂參與了 ACTION 

CAMBODIA 的贈書佈道運動，我們邀請了香港

的肢體認獻耶穌故事書，而跑孩沒有金錢奉

獻能力，所以他們以奉獻體力來回應此活

動，肢體每認獻一本書，他們承諾跑一公里，

最後因著香港肢體的愛心奉獻，我們募集了

一百一十本書，跑孩們將會以接力方式合共

完成一百一十公里！該批故事書會由森速堂

在聖誕下鄉佈道時派發給兒童。 

 

 

 
 

 

總會同工名錄： 
總幹事：關志強牧師 (前總幹事：黃志鵬牧師)  秘書：馮翠儀姊妹   
會計：陳慧敏姊妹  行政助理 : 區惠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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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士分享 



         

                                                    徐而安宣教士 

 

 

 

     

 

「On the road with HIM」 
 

 

短短的兩年時間，在柬埔寨這

陌生的國度裡適應與學習，每天經歷

著神的恩典。完成了語言學習後立即

進入學校服事的我，期望透過教育讓

柬埔寨新一代的青年擁有更好的知

識與價值觀，從而明白聖經裡的教導去 建立與主同行的豐盛生命。融合自己的專長去制定

一系列教學計劃，親身進到學生群體裡才發現都不適用，感恩的是在團隊裡有同伴互相配

搭，學生們有願意學習的心，包容我這個工場新丁來與我一同成長，期望在未來的日子繼續

經歷滿滿主恩。 

 

    疫情爆發接近一年，我們預料不到與學生實體學習時間

短暫，新學期剛開始一週。疫情再出現社區爆發，學校再次

停課，學生繼續在家中網上學習。暫時我能做的事就只有努

力的備課......“跑孩 SuSu”是我從沒想象也沒有異象的

一件「事」，因為原本我的意志力與體力並沒有掛鉤，簡單

來說：我比較自律不需要以體力鍛練來提升忍耐力，然而「身

教」這教育理念深入我心，為著學生們能堅守自己訂立的目

標。主教練替跑孩們報名參加一項，柬埔寨獨立 67週年「Run 

for Cambodia」的挑戰活動。跑孩們完成了他們人生第一個 6.7 公里，而我花了 17 日行走

了 67公里。 

 

     當女孩因為跑步引致腳痛卻不敢表示，選擇在廁

所偷偷哭泣、男孩發現忘了在手機按開始記錄，需要重

新多跑一次 6.7 公里而崩潰。年輕的跑孩們一步一腳印

地成長著，學習著承諾了就要堅持，總會有些得著總能

造就一點點事或人。如聖經的教導「我們若將起初確實

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裡有分了」。希伯來書：三

14-儘管訓練身心進而操練信心和靈命成長的路還有很

長，但我們能以盼望去踏上。 

      

     疫情與地域限制了事工的發展，或許工作能暫時遙距處理，卻深知不如身在其中般有

效率。然而神的旨意如何、時間如何、我能作的只有等候，並在等候裡繼續做好準備。 

 

 

 

 

 

 

 總會同工名錄： 
差傳主任：湯麗嫦姑娘   
行政助理(差傳) : 劉景苓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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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感言 黃志鵬牧師 

 

 

別了 香港； 

別了 香港宣教會； 

別了 各位親愛的同工及弟兄姊妹； 

      

     

     三十年前，在神引領下我從英國回港進修神學，裝備自己未來在教會中的事奉。但 

 神竟讓我留下在此事奉，加入香港宣教會事奉團隊26年間，神讓我在堂會及總會參與及 

 學習。當中有兩個功課，是我終身受益的，首先是學習欣賞及尊重身旁的每一位伙伴， 

 包括同工及弟兄姊妹。因為大家都是蒙神帶領來參與建立這群體的，各人的恩賜不同正 

 好互補不足以建立教會，所以很高興能與大家一同彼此配搭事奉。 

 

     另外，就是事奉歷程中要接受神的帶領，人的生命歷程中的一切，都可被神使用去 

 建立教會；事奉並非停於某個崗位，人生經歷中的每一項經驗，都可成為日後事奉的幫 

 助，重點是我們是否願意按神心意而行。 

 

                           由1991年 回港修讀神學 

                             1994年 加入恩基堂作傳道 

                             2003年 被按立為牧師 

                             2004年 被選作本會董事會主席 

                             2006年 拓植恩言堂 

                             2014年 恩言堂轉型職場教會 

                             2017年 受聘作本會總幹事 

                             2021年 退休回英………….. 

 

     整個人生歷程中，處處見到神的恩手帶領，我相信在我回英後，神將會為我安排新 

的任務，求主加力讓我能繼續按祂心意去生活及事奉，願主亦使用香港宣教會繼續在社 

會中作見證。 

  

 

 

 
 

 

同工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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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轉職分享 

                            關志強牧師 
 

大家好！我是關志強 (牧

師)，最初被邀寫新同工入

職分享，心中一直糾結著

另一想法：倒不如說這是

作為資深同工轉職新崗位

的分享比較貼切，因為再

過十數天，自己就要離別

差傳主任這個事奉(一轉眼

原來已經十八年)。自一開

始加入香港宣教會，就從

未想過能在這崗位服事這麼長日子；未來轉換到總

幹事這個新職位，也不曾想過要離開香港宣教會，

因我早就認定這裡是我屬靈的大家庭，家人的關係

是沒有完結的一日，也許等到那天肉身的死亡，才

可令我暫別這個家。 

 

由於這是我家的關係，當考慮到是否申請轉

職總幹事時，實在要感謝很多家人的支持和鼓勵，

與及在安靜中從神而來的感召，才敢下這個決定。

要不然我大可選擇安穩留

在原崗位，想必會來得更輕

省。只是眼見這個家需要一

個人去肩負屬靈領導的位

分，同時也感覺原來的服事

也需要來個突破，於是便求

神容讓自己尋求四個印

證，感謝神最終逐一允准所

求，才安然應允神的感召，

決意在未來以肩擔這個家

大小的事務，努力適應、學習並付上時間和精力，

去與這家中成員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為要。同一時

間，開放更寬廣及有效的資訊分享渠道(宣教會網

頁)，也是個人正努力尋求達致的目標之一。期盼

香港宣教會這個大家庭能攜手同心，一起乘風破

浪，昂首闊步繼續在香江這片彈丸之地為神作光作

鹽，進入人群中成全神憐恤世人，並甘為世人付出

生命贖價的救恩。 

 假若你問我憑甚麼去承擔這崗位，坦言這不

是憑一己所有的，反而要透過參與專業的職前問 

卷分析，認識及了解自己的領導方式，如何跟總會

辦公室同工的性格分析作一起的拼湊，並期待能重

新建構一套較清晰合理的團隊事奉範式，好讓各人

專注發揮大家的恩賜，為宣教會的未來創出更美好

的模樣。這遠比自己過去只專注單一職能的事奉，

絕對是有著很大的分別。畢竟從今以後，新崗位(總

幹事)所要關注的正是整個香港宣教會上下所需關

注的，譬如：牧職同工的身心健康、未來教會領袖

的培育，教會藉社關要表達的慈憐，還有教會在本

地及海外福音事工的擴展…等。到如今只能坦誠表

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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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我未來所需持守的：

既然神感動自己去接受這個挑戰，我也只能憑信心

毅然踏上，內心很想向各主內同工說聲，未來會積

極跟你們坦誠溝通，建立同心共事的基礎，盼能真

實帶領「香港宣教會」秉承先聖先賢的使命，持守

聖潔地分享所有資源，一起拓展本地與海外的宣教

事工，以達成基督升天之前頒佈給我們的吩咐。 

 在擱筆之前，想用神最近給予自己有提醒及

鼓勵的經文，作結束分享。「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

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

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 3:5-6)「你求告我，

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

你。」(耶 33:3) 深願神的話語成為自己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幫助我一步一步地行完祂所託付我這滿

有恩典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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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工場 - 謝碧霞宣教士(日本山口縣宣教事工) 
1. 感恩於 12月 1日順利回港述職 6個月，求主帶領這半年時間能在香港推動 

差傳宣教事工。疫情關係可能未能有實體聚會。求主安排更多網上聚會。 

2. 現在日本很多鄉村地方都嚴重缺乏牧者。因為信徒少的緣故，牧者生計也大 

受影響。求主供應並差派工人牧養祂的羊。 

3. 求主保守宇部教會弟兄姊妹靈命長進。內田牧師師母按真理牧養主的羊。 

4. 求主賜身心靈健康，為主爭戰。P.S. 相片的教會在鹿兒島縣屋久島宮之浦 

   基督教會。島內唯一的教會，牧師於三年前逝世，現沒有牧師，由最右的栗 

   崎姊妹一人領詩、講道一人包辦。 

柬埔寨工場 - 郭建蘭宣教士(柬埔寨學生及教會青少年事工) 

 

 

 

 

 

 

 

 

 

 

 

 

 

 

 

 

 

 

 

 

 

 

 

 

 

A.本會所差派宣教士代禱事項 差關園地 

柬埔寨 - 徐而安姊妹(信徒宣教) 
1. 為全球疫情得以緩解，柬埔寨近日出現社區爆發，求主保守及

醫治。 

2. 學校與教會聚會仍然暫停，為教師與牧者使用網路教導順利代

禱。 

3. 為留守在當地的宣教士代禱，願神賜平安。 

4. 為我回柬的路程及手續代禱，求主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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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情期間的課程編排緊密，未能安排生命教育的課堂於時間表中， 

求神賜幾份牧者有智慧及靈活的靈，於課堂外用接觸及牧養學生。 

也記念我在港期間與他們的配搭和跟進。 

2. 我們參與 Action Cambodia 的派書佈道活動，感恩許多香港的肢 

體回應，合共認獻 110本耶穌故事書用作教會外展佈道時派給村 

民；「跑孩」成員則承諾接力方式完成 110公里，以體力奉獻神 

並回應肢體的愛心。預計派書及跑步派書活動將於三月前完成， 

請記念。 

3. 請記念我在港期間的推動差傳、修訂差傳章則並更新支援宣教 

工場的機制。 

 

 



B.本會所支持宣教士代禱事

項 

 
 

烏克蘭工場 – 馬素倫宣教士家庭 

(烏克蘭大學生小組事工) 

1. 感恩 Randy母親的後事已處理妥當，而他們將於 1月重回烏克蘭，請為需 

更新的居留簽証禱告，求神讓一切順利。 

2. 請為還在建設中的領袖小組「Encouragers」禱告，求神興起人來參與和 

委身，也為小組的未來發展禱告，求神賜下異象。 

3. 請為我們在格林琴科大學(Grinchenko University)的英語班的成員禱告， 

求主讓他們願意參與跟進的聖經班 

4. 2021的暑期英語營因疫情關係將會取消，請為 2022年暑期英語營的預備工作禱告， 

包括導師、領袖和參加者。 

5. 二的兒子 Andrew已被接納成為 OMS宣教士，預計明年暑假受差派來烏克蘭。請為他在大

學最後一期的學習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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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入冬天，德國以至歐洲爆發新冠疫情第二波， 各國感染人數屢創新高。 

求主保守世人平安！ 過去大半年無數人因著疫症失去健康和生命，求主讓死者安息，生者 

堅強。感恩不同國家已研發出有效的疫苗和藥物，祈求主藉此止息疫情。  

2. 為到弗萊堡團契感恩，他們已借用一所德國教會作主日敬拜之用，惟因疫情緣故已暫停，維  

持網上聚會。  

3. 請大家為慕尼黑教會祈禱，他們有不少長者及小孩，當中有位在老人院工作的姊妹感染新冠  

   肺炎，已隔離及醫治中。求主保守各人健康！  

3. 感謝神讓我們一家人身體健康，願主的平安臨到疫情下的各人。另外，慕尼黑是德國第三大 

城市，外勞眾多，以租屋困難見稱，求主讓我們早日覓得合適的居所，並搬遷順利！主若許

可，我們計劃明年一月搬到慕尼黑，求主預備。我們在感恩節當天已初步確定一間合適的房

子，租金也是預期之內，感謝主！ 

 

 

 

 

 

 

 

 

 

 

 

   

 

  

  

  

   

  

                 感恩： 

  1 由於支援隊未能來協助，弟兄姊妹起來學習，參與侍奉。 

  2大家珍惜在疫情下的相聚。 

代禱： 

  1 一月十七日，有一位姊妹受洗，求主堅固她的信心。 

  2求主加智加力給主日學老師，使他們把聖經講解清楚，使學生有興趣學習。 

  3求主繼續看顧我們的身體，有足夠休息，有精神去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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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推

介 

比利時工場 – 陳少平宣教士家庭 

1. 比利時疫情持續，封鎖措施繼續至明年一月份， 求神遏止疫情 

擴散，盼望教會早日恢復實體聚會; 

2. 求神賜我們智慧信心舉辦今年的網上聖誕慶祝聚會及安排送贈聖 

誕禮物給新朋友，幫助他們認識聖誕節的意義; 

3.請為 Anna 父母的救恩祈禱，求神使用教會的弟兄姊妹幫助他們明白及接受福音; 

4.兒子明年將升讀大學，請為他選科禱告，求神指引他前面的道路。 

     網上同步進行 

 

 

  

   

 

 

 

 

 

 

 

 

 

 

 

 

 

 

 

 

 

 

 

 

 

 

 

            

                

 

 

 
 

 

     

電郵：hkec@hkec.netfront.net                                

 
差傳部電子郵箱：hkecmission2014@gmail.com 8

７ 

柬埔寨宣教會 最新動向及代禱事項 

 1. 請記念同工 sokna夫婦二人能有智慧、信心、愛心、謙 

卑帶領教會及牧養群羊。 

2. 請記念洗禮班肢體認真尋求真道及 4月接受第一屆洗 

禮。 

3. 請記念婦女 channy有堅忍面對村民對其信主的閒言閒 

語，忠心跟從神，成為見證。 

4. 記念同工電單車殘舊，難以再修理，求神保護他們路途 

的平安並親自供應他們所需。 

 

 

 

森
速
堂 



各部事工與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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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區會向教青局能順利登記自修室一事禱告，期望青少年事工得以開展。 

           2. 為聘請本地同工一事禱告。 

           3. 為信徒在此世代中能儆醒渡日、等候主來代禱。 

           4. 為徐而安姊妹等候父神帶領，能平安與順利回柬埔寨禱告。 

 

，

1. 關志強牧師將於 1/1/2021 履新本會總幹事職，求主使用關牧師帶領本會踏上新里程。 

2. 黃志鵬牧師將於 1/3/2021 退休，轉任本會義務牧師至 31/12/2021，求主帶領黃牧師前路。 

3. 湯麗嫦姑娘將於 1/1/2021 履新本會差傳主任職(6/11 職) 求主讓湯姑娘在新崗位上能儘快適應及發

揮，帶領本會差傳發展。 

4. 求主祝福總會辦公室同工對人事轉變能儘快適應。 

香港宣教會 

1. 感神帶領林達如博士於 11 月初加入本院事奉。 
2. 感謝神 11 月底舉行之步行籌款「11.28 與衛神同行」(自由行、自由籌)  

                        能順利完成，截至步行當日，已籌得港幣約$二十萬元，預計本週會繼續 
                        收到贊助款項。 
3. 請為 1 月蘇穎智牧師教授的密集課程「神學整合 (基要真理)」與 2 月開始的春季課程禱告， 

盼望信徒和領袖把握時機學習神的話語.  

4. 請記念原定 1 月舉行之「籌款午宴」，藉此分享本院的異象與需要，讓神所感動的肢體作回應。 

但因疫情反覆，籌款形式需視乎疫情進展調較。懇請繼續為學院經常費開支禱告，求神供應。 

5. 請繼續為本院新團隊的配合和填補同工的工作禱告，求神幫助和預備。 

衛道神學研究院 

1. 請記念歐萬斯牧師師母在美國的事奉，在不同教會分享之前在港的事奉。 

2. 請記念 OMS Hong Kong 的發展和方向，求上帝賜福未來所差出的宣教士 
，能在不同的地方為主作見證。 

國際宣教協會 

 

  

1. 請記念在疫情期間，各服務單

位的工作能順利安排，並繼續

服侍有需要的人。 

2. 求主保守各服務單位的經濟需

要，讓各單位有足夠經費，繼

續開展不同的服務。 

社會服務部 

1. 2021 年快到，因著疫情緣故，很多宣教事工停擺。祈求新一年能在本地跨文化體驗

及差傳教育兩方面，能做得更多。 

2.感謝神帥領新的差傳主任湯姑娘順利履新，求主使用她的經驗和能力，加上智慧去拓展本會新 

 一年的宣教事工。 

3 求主賜智慧能力給差傳部，讓各部員能同心協力建構本會差傳事工未來的方向和計劃。 

差傳部 

澳門區 

  各區區牧名錄：   
九龍東─何漢麟牧師         九龍西 ( 一 ) ─張沛鏗牧師           九龍西 ( 二 ) ─陳建超牧師        
新界東─陳月嫦牧師         新界西─馮偉權牧師                港 九區 ─趙鳳萍牧師   
  

1. 求神保守疫情能平穩下來，弟兄姊妹能一起 

學習，同心推動堂會發展，回應主耶穌交 

付的使命。 

2. 求神賜福課程講員陳明泉牧師，有健康的體魄，教導眾肢 

   體，同心復興教會。 

3. 求神賜福門徒裝備組嘉賓許寶山牧師的分享，給弟兄姊妹在  

   信仰追求上加力，生命得更新，體驗天父給與的召命。 

 

教育部 



1. 本堂今年的年題是：暡曚動盪，警醒成長。過往一年，是香港風雨飄搖，多事之秋的日
子。在新一年，也許疫症的陰霾，仍揮之不去；世上不公義的幽暗，仍愈發加增。
祈願在這暡曚動蕩的時代，恩磐人可愛惜光陰，把握時機，積極裝備，委身成長（教
會的五大「存因」之一），以回應風雲變色的香港前境。  

2. 在疫情的衝擊下，求主讓本堂的領袖（特別是新一屆的執事會），繼續捉緊上主賜給本堂的使命宣

言：「共建委身基督，愛主愛人的門徒群體」；縱然在經濟和時局的挑戰下，仍然以信心回應上主的

囑咐！ 
 

恩

磐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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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課程 
信徒領袖培訓春季課程:教會發展攻略 
 日期: 2021 年 2 月 2、9、23 日及 3 月 2 日(逢週二) 

 時間: 晚上 7:30-9:30 

 地點: 總會 5 樓或 Zoom。 

      「疫情若不容許，會轉為網上聚會」 

 講員: 陳明泉牧師(旺角浸信會堂主任) 

       主題如下: 

1. 堂會如何在疫情中發展網上福音事工 

2. 堂會如何善用資源來服侍社區 

3. 堂會如何凝聚人力和培訓信徒 

4. 堂會如何在事工和財務上制訂發展計劃 

 

「門徒裝備組」 
  日期: 21/1(四) 
  時間:晚上 7:00-8:30 
  主題: 不可知的呼召 

  講員: 許寶山牧師(River Grace Church 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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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不可知的呼召 許寶山牧師 

18/2 查組聚會 教育部部員 

18/3 祈禱聚會 教育部部員 

 

 

 

 

堂會消息 

九龍西（一） 

1. 聘請新傳道同工現正進行中，求主賜下一

位積極主動委身女同工牧養青少年和職

青。 

2. 求主賜能力和智慧予執事，他們在工作之

餘更要肩負事奉的重擔，更有部分執事晚

間要進修，求主施恩幫助他們。 
3. 感謝主！恩田鄰舍服務中心的戶口申請

通過了，求主賜智慧能力予中心的管委，
使用他們，透過服務街坊傳揚福音。 

 
恩

田

堂 

1. 記念患病肢體，求主醫治，保守身心靈平安。 

2.  記念菲律賓女教牧申請來港工作證，並這段日

子菲律賓姊妹的牧養。 

RiverGrace 

牧職部部長 
張沛鏗牧師 

2021 年各部部長 

 社會服務部部長 
楊蘭琴姑娘 

差傳部部長 
關志強牧師 

教育部部長 
鄭振耀牧師 



1. 求主賜福和指引在聘請同工事上。 
2. 求主帶領新一年方向和使命。 
3. 求主保守教會和閱覽中心發展。 

 
 

 

 

 

 

 

 

 

 

 

 

 

 

 

 

 

 

 

 

 

 

 

 

 

 

 

 

 

。 

 

 

 

 

 

 

 

 

 

  

1. 請記念本堂需要神興起更多肢體參與服侍，拓展福音國度。 

2. 請記念 2021 年 1 月 1 日(五、公假)為本堂 15 周年堂慶，因疫情的影響下，求神帶領。 

3. 請記念本堂將於 2021 年 1 月 30 日參與芝葛量洪醫院床邊派禮物佈道，求神保守能順利出

隊。 

恩
言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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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九龍西（二） 
1.  願主帶領 2021 年題「與主相連，實踐  

使命」領袖與會眾同心向目標邁進，榮耀上主。 

2.  2021-22 執事會團隊：4 位教牧，林德明、 

李國銓、吳美蓮、鍾豔梅、李松坡、 

許寶峯、陳百全、劉振華。求聖靈賜予智慧，

恩賜彼此配搭，同心領導神的家，共證主恩。 

恩

基

堂 

1. 請記念恩佑堂於 2021 年開始籌劃對 2022 至 2023 年新一屆執事的人選祈禱，願主感動和揀選合適的
肢體擔任新一屆的執事事奉崗位。 

2. 請記念各部的負責部長和肢體，在疫情下仍有從神而來的健康，智慧與毅力，繼續發揮神給他們的
召命。也求主堅立所有肢體對神的愛慕，能在信仰中站立得住，靠主得勝。 

3. 請記念所有同工及領袖，於來年繼續有從神而來合一的心，去事奉，按神的心意帶領教會榮神益人。 

恩

佑

堂 

九龍東 

恩

溢

堂 

1. 為執事能適當處理網上會友大會的行政安排、點票等程序祈禱，求主施恩。 

2.為謝碧霞回港述職祈禱，感恩能與她相聚，又期望她在籌備下次宣教一切順利。 
恩

盈

堂 

1. 為疫情禱告 

2. 求主保守教會弟兄姊妹身體健康

平安。 
 

恩

浩

堂 

港九區 

1. 求主讓教會在變動不定的環境中，鍛鍊出
更強的適應能力，繼續服事坊眾，傳揚福
音，榮耀他! 

2. 感謝神! 恩澤堂在所在的大廈，參與了業
委會與住戶自行管理大廈數年現已聘請
到新的管理公司。 

 
 

恩

澤

堂 

1. 2021 年的教會主題是「建造屬靈方舟，

承載屬靈生命」，會在教會推行「屬

靈操練」小組，盼望神大能的同在。 

2. 盼望弟兄姊妹能透過「屬靈操練」來親

近神，討神的喜悅和被神得著。 

恩
召
堂 

1. 請為本堂聘請同工代禱。 

2. 在疫情下，求天父恩領堂會事工計劃的 

   推展，願我們忠於使命。 

恩
雨
堂 

 



1. 1 月 10 日舉行會友大會，求主保守整個過程暢順。 

2. 弟兄姊妹努力參與第一季的講座、主日學、聖經課程、查經班。 

 

 

新界東 

新界西 

1. 新一年度教會的事工，願主顧念及保守肢體的靈命成長，更進一步。 

2. 3 月份教會 30 周年堂慶，願榮耀歸與神，繼續在社區見證上帝。 
恩
霖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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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1. 為弟兄姊妹健康祈禱。 

2. 為弟兄姊妹堅持愛主的心祈禱。 

祈禱。 

恩道堂 

1. 本堂將於 2021 年 1 月 10 舉行 10 周年堂慶感恩崇拜, 願主得榮耀, 眾人得造就。 

2. 青年會仍未恢復租借地方予本堂舉行主日聚會, 感謝主本堂暫時得以租用遊樂場協會在天

水圍的場地。疫情及場地所限, 2020 年 11 月起改為兩堂崇拜以盡可能容納會眾。有很多事

情仍然需要協調和適應, 求主帶領。 
 

恩

晴

堂 

1. 感謝神！3/1 廿五周年堂慶，榮耀歸於予神。 

2. 聘牧事宜，請大家禱告記念，求主為我們預備合適牧者。 

3. 2021 教會主題「關愛鄰舍」，願聖靈帶領恩耀家實踐主道，同心同行。 

 

恩

耀

堂 

1.  念新的一年教會發展，求主幫助，讓 

弟兄姊妹繼續在這艱難的日子裡互相 

扶持。 

2.  請記念教會、家庭中心、幼兒學校能 

有穩定的經濟。 

恩
光
堂 

1. 請為本堂今年度的計劃和事工祈禱，求主

帶領及保守事工的發展。 

2. 請為青少年事工的發展及增添青少年導師

祈禱。 

3.  請為恩錫鄰舍中心申請基金祈禱。 

恩
錫
堂 

1. 為恩全聘請傳道人祈禱，求主帶領合適的人選。 

2.  在第四波疫情下，求主憐憫因經濟環境轉差而失業的市民。 

 

 
在 

恩
全
堂 

 

1. 記念教會與長者中心在疫情下的聚會活動與服務安
排。 

2. 記念肢體的身心社靈，能常在主中。 
 

恩

福

堂 

恩

典

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