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寶山牧師 

Try to put yourself in their shoes 
 

分享三件真人真事 

 

一. 有弟兄姊妹帶同極甜的唐餅，到醫院探訪因血糖過高而入院的年長病患。 

二. 有牧者在疫情期間，不斷表示要探訪坐月中的母親及新生嬰孩，即或家人已多次婉拒。 

三. 有師母一再堅持要家訪在接受化療中的病患，要為病患代禱，因為他們住得很近， 

即或病患不斷表示疲倦，直至病患表示不會開門，對方才罷休。 

 

以上三件事件都有個共通點，就是探訪者都有美好的愛心，願意花時間、 

精神和金錢，探訪在艱難中或需要適應轉變的人；只是他們忽略了被探訪者的真實 

需要，甚至好心做壞事。英文有叫說話："Try to put yourself in someone's  

shoes"，中文的意思大概是易地而處，感同身受。以上的個案，探訪者和被訪者 

都是華人，也未必可以合適地為他人設想，跨文化宣教就更需要對他人的需要敏感。 

 

        RiverGrace International 教會接觸到一些難民和尋求庇護者(refugees and  

asylum-seekers)。出於愛心，我跟歐萬斯牧師表示想家訪。歐牧師叫我千萬不可！ 

原來這些朋友的家鄉習俗，一定會盛情招待到訪者，這是他們要盡的義務，於是他 

們會大費周章，甚至不惜用上整個月的政府資助來預備一頓晚餐，之後寧願自己 

捱餓。 

 

       這件事讓我明白到，宣教不單要有愛心，更要了解不同民族的情況，實在需要 

有智慧，否則就更容易只按自己的美好意願，甚至「自 high」，卻使別人受虧損也 

不知道。 

 

       至於如何認識和了解其他民族？可以多問認識他們的人，甚至先多聆聽當事人 

的說話，切忌將自己的意願強加在別人身上！上帝給我們兩隻耳朵，就讓我們先多 

聆聽好了。我們也要留心自己的嘴巴，會否說了不合宜的話。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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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頁) 
 

RiverGrace International 有不少的肢體是菲律賓人。很多弟兄姊妹家中 

都有聘請外傭，我們都容易統稱她們為「工人姐姐」。需要留意的是，稱呼的背 

後也反映我們的價值觀。到底，在教會中，她們的身份是工人姐姐，還是菲律賓 

姊妹？我們看她們是工人，還是主內的姊妹？可能我們會以為，只是一句稱呼！ 

別少看這些稱呼，在菲律賓姊妹的心目中，在教會被人呼喚她們的名字，她們覺 

得自己是被愛和尊重，也是她們願意留在教會的原因。 

 

活在香港，宣教不一定要去其他地方，身邊已有宣教對象，甚至她們在自己 

的家中！讓我們好好把握機會，多聆聽，多了解，多尊重，願上帝使用我們。 
 

 

 
 

總會同工名錄： 
總幹事：關志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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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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定邦宣教士家庭 

                                                 (工場：德國) 

  我們從弗萊堡搬到慕尼黑快 9個月，現已大致安頓下來，

和這邊的教牧和弟兄姊妹相處融洽，也陸續開展這裡的事

奉，在此和大家分享。 

 

       慕尼黑是德國第三大城市，市內人口約 150萬，是南德巴伐利亞州的州府， 

   人文薈萃之都，也是德國的科技之城。這裡有兩所著名的大學，每年吸引世界各 

   地莘莘學子，包括不少內地、台灣，以至香港的學生到來求學。 

 

  之前因著疫情嚴峻，我們所屬的信義教會只能網上聚會，因著許多人已接種 

   疫苗，已於 7月恢復實體聚會，並陸續有新朋友參加，感謝主！我們一直有接觸 

   一些慕道朋友，都是女性，翠珍正為她們帶領福音性查經班，另 12月至今她仍帶 

   領鄰州一間教會的網上姊妹查經；定邦負責信義教會一個月兩次講道，並不時到 

   慕尼黑另一家華人教會以至德國其他教會講道，並一同參與和帶領信義教會於週 

   末兩個查經班。我們夫婦分別負責帶領教會的弟兄及姊妹團契，每月一次，反應 

   很好。 

 

   9月底定邦應邀到北德漢諾威華人教會負責他們每年一次的讀經日（是第 3 

   度應邀），今年還會同步直播給不同地區的華人教會。各方弟兄姊妹對我們都很接 

   納，為此感恩！大學仍放暑假，待開學並解封後可以到校園進行福音工作。 

 

       求主帶領我們這裡以至德國的宣教服侍，願更多人接受福音，將果子帶回中國 

   以至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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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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分享 



  跟隨主的腳蹤 

    陳少平宣教士家庭 

(工場：比利時)   

 

 

蒙神的恩領下，於 2006年我帶同妻兒來到比利時，

在鲁汶大學攻讀一個神學課程。在求學期間，我和太太  

參與當地的國際教會屬下的華人團契服事。在服事過程 

中，神讓我們看到當地福音的需要：魯汶大學是歐洲一所知名學府，每年均吸引一 

千多名來自內地的留學生； 另外，在比利時有不少華僑從事餐飲業及超市等行業，  

他們大部份都尚未認識主耶穌。 

 

 

    因此，我們與當地一群華僑基督徒一同領受異象與大使命，於 2020年 2月在 

   魯汶城內建立一間華人教會，傳揚主名。教會成立初期，正值比利時疫情爆發， 

   全國封城，但我們沒有氣餒，於是將各類聚會改為網上平台進行。雖然這段期間 

   不能實體聚會，但並沒有攔阻上帝的工作，我們仍可透過在網上的聯繫，一同敬 

   拜、聆聽主道、查考神的話語、彼此守望代禱和關心新朋友等，一起在疫境中同 

   行。神的愛並沒有被疫情阻隔，仍然臨在於信靠祂的群體裏。我們深感鲁汶教會 

   在世紀疫情下建立和發展是饒有意義的，讓我們學習在風暴和試煉中，堅持跟隨 

   主的腳蹤，宣告上帝恩惠的福音。 

 

 

     我們深信世上沒有任何事情能奪去上主賜給我們的平安與盼望，求神使用 

   我們將祂的真光彰顯出來，讓我們在魯汶作光作鹽，使人歸向那賜平安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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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同工分享 
      

【退】的感言。            曾廣善牧師 (恩浩堂) 

 猶記起 

 記得在恩浩家第一篇講章：  

 【同走這段路】， 

  大衞自己個人、與神和與同走的路，在這十二年 

的日子和大家走過的日子。 

 

 今退下，多年前曾講過： 

  演員要活現角色才能獲獎，你我要放下角色才活得更真！今天將角色放下，在日常

生活有另一種體會： 

 運動、學習、細味是日常。 

 

 餘感受 

 看到奧運比賽泳館有救生員的一幕，因沒有他在比賽會取消 
  但他不單注目人的得獎，更在乎人的得救！這也是我的牧職！我不是得獎後的訪 

  問，而是在比賽完畢後的分享；我也看見近日也有不同的場景：失明人仕的【領跑 

  員】，他本可衝標奪冠，但他願作引路，我也祗是一個領跑員；一位本是單車比賽正 

  領前第三位的運動員，但因爆車呔而落地抬單車跑去終點，尾隨的【第四名】並未 

  因這機會而超越他，祗慢車跟在其後，因不想藉機會獲勝，我也學習如此；同樣看 

  到一場音樂會，在樂團鋼琴家身邊的那位【揭譜者】，他熟悉整首樂曲，拿揑那一段 

  時間去揭譜，他細心注目奏出每個音符，否則整首樂曲不能完成，過去十二年我在 

  其中翻了一頁；因此鼓勵：今天恩浩家遷到花園街地舖新址，這地方是新一個段落， 

  但不是新的樂章，毋忘初心，一起完成，唯有提醒大家更【落地】（從三樓到地下， 

  每個人都是音符，有責任承擔，一起完成這樂章，總言之[可見栽種的，算不得 

  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林前 3:7環看每個恩浩家的 

  人，大部份我都能說出和他們一起同走過的故事我算不得甚麼，感恩我曾有份在大 

  家當中！如今， 

 

 已完工，尚未完夢； 
  已完成，卻未完全； 

  已完結，未盡完美！ 

  如果要感謝：感謝大家，我要多謝【救】我、【用】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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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關園地 A.本會所差派宣教士代禱 

 柬埔寨工場 – 郭建蘭宣教士(學生及教會青少年事工) 
     1.請記念我在團隊合作及生活上重新適應。 

2請繼續記念我在學校生命教育科、教會各指引的翻譯及編寫工作。 

 

 

 

柬埔寨工場 – 徐而安宣教士(學生及教會青少年事工) 
     1.請繼續為柬埔寨疫情代禱，每日新增確診仍持續為 500人左右，當中 Delta  

患者約佔 10%，求主憐憫保守。 

2.KIS學年剛結束，求主使用不同的活動讓學生善用假期及休息；教育部正 

 商討新學年實體上課的可行性，主若許可十月初師生可重新回到學校； 

 3.求主賜智慧與能力予 CEC同工們在有限的環境裡繼續牧養與關顧會眾； 

 4.感恩兩週的假期讓我有好的休息和好好整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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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1.感恩，肖姐的大女 Rainbow順利誕下麟兒，Rainbow身體較虛弱，求主祝福和加力給 

Rainbow身體有好的復元。 

2.感恩肖姐的小女 Gloria 並沒受到感染，大女婿 Chris 和外

孫女的身體已康復，肖姐仍有氣不順和 Mark仍有頭痛，按當

地指引他們已沒有傳染力，所以也能有一些戶外活動，感謝

主的保守和醫治 。 

3.請為菲律賓的同工禱告，Jayson和 Anding神學第四年，需網

上上課，另記念 Jayson 的妻子已懷孕三個月。Andong和

Jairus實習，求神賜他們智慧與能力。 

4.由於菲律賓疫情嚴重，特别是新變種病毒 Delta，政府恢復最高程度的封城措施，所以教會 

  和任何活動仍未可以恢復，請為同工們有智慧地事奉，和教導神的話語。 

5 請為 Gloria回菲律賓的簽証祈禱，在我們上次臨離開菲律賓前兩個月，菲律賓移民局突然 

  取消了她附屬於 Mark 名下的簽証，理由是她已超過 21歲，即使我們遞交了証明她是特殊 

  人士的文件，移民局也不受理。意思說當我們重返菲律賓時，Mark和我是宣教士簽証，而 

  她則是遊客身份，請為此事禱告，在神裡面是沒有難成的事。 

 

     日本工場 – 謝碧霞宣教士(山口縣宣教事工) 
   1.感謝主，我平安回到日本，也完成了隔離。今次回港述職真是波瀾萬 

     丈，卻更感受到主的保護及開路。求主使用我這微弱的小人物，為主 

     在日本作祂的見證人。供應我所需用的。 

2.求主保守新來的主內家庭: HARMONY姊妹及二位兒子。另一位是從寮國 

  來的留學生，求主堅固他們的信心，並繼續參與教會的崇拜及聚會。 

3.為英文聖經班的木村夫婦及婦女查經班的隈井女士祈禱。感謝主二位女士已經決志信主，求主 

  感動她們勇敢的接受洗禮。 

4.求主開路，讓我所接觸的中國婦女有和平之子。可以一起建立中國人團契聚會。   



德國工場 – 蔡定邦宣教士家庭(華人留學生事工) 

 

 B.本會所支持宣教士代禱 

 烏克蘭工場 – 馬素倫宣教士家庭(大學生小組事工) 
   1.感恩今年我們能順利舉辦暑期英文營，有 25位烏克蘭大學生參加，有些決志跟隨主， 

 求主幫忙他們成長，有些願意對信仰開放，求主繼續打開他們的心和  

 日後願意信主。 

2.請為我們在 4/9舉辦營後重聚旅行及跟進聚會禱告，求神引領更多學   

  生能出席並願意打開心靈，接受主耶穌。 

3.求主繼續吸引學生對信仰開放和有興趣，我們正跟進兩位參加暑期英  

  文營的學生，請為他們願意持續對信仰開放禱告。 

 4.9 月下旬我們將在格林琴科大學重開英文小組，求神吸引更多學生參 

   與，請為他們對信仰開放並委身跟隨耶穌禱告。 

 

 

 

 

    1.感恩兒童夏令營，反應很好，老師和義工人員都有很好的學習，家 

   長也很讚賞我們的服事。希望和兩名兒女團聚，我們兩人和女兒已完 

   成兩針疫苗，兒子也打了第一針，感恩除了燕玲有兩天頭痛發燒，情況  

   不算太差。 

    2.十月份開始，準備聖誕的報佳音活動，希望疫情不嚴重，可以進行戶 

      外的分享。 

    3.為聖誕報佳音選詩歌、招募詩班員、練習和侍奉人員的心態代禱。 

    4.為戶外能接觸的街坊，為派出的單張，希望他們閱讀，聖靈在他們心裡工作。 

 

 

 

 

  1.我們服侍的慕尼黑華人信義教會已於 7月恢復實體聚會，參加人數平均約 50人，另外 

10多位小孩。陸續有新朋友參加，感謝主！ 

 2.大學仍放暑假，待開學並解封後我們可以到校園進行福音工作；

另教會有接觸一些慕道朋友，都是女性，由翠珍為她們帶領福音

性研經。求主帶領。 

3.定邦和教會牧師分擔講壇；我們夫婦分別負責帶領信義教會的 

  弟兄及姊妹團契，每月一次，並一同參加和帶領週六的查經班， 

  反應很好。求主保守。 

   4.一家人都打了疫苗，感恩沒有不良反應。大女兒和兒子仍留在家， 

    待大學宣佈需否回校園上課，小兒子已回學校開學，求主恩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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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工場 - 梁祖永、杜燕玲宣教士家庭(教會事工) 



 

 柬埔寨宣教會森速堂 
1.求神賜智慧宣教士及同工們計劃來年教會發展及如何牧養肢體。 

2.求神陶造同工及肢體們的生命及品格，成為神合用的器皿。 

3.請記念團契的合作夥伴及跑孩教練 Elaine，因香港入境政策而 

 未能回港工作，求神憐憫、供應她生活及事奉所需。 
 

活

動

推

介 

  

  比利時工場 – 陳少平宣教士家庭 
   1.鲁汶教會將於九月初恢復實体主日聚會，求主賜我們智慧平安預備之; 以及在仍然不穩定 

的疫情中，願主堅立弟兄姊妹的信心; 

2.今年九月中鲁汶大學新學年開始，求主幫助我們安排各項的迎新活 

  動，接觸新朋友，邀請他們參加教會聚會; 

3.求主幫助 Anna的母親適應老人院的生活和得到適切的照顧; 

4.求主医治少平弟弟身体內血管渗血和腎積水的問題，賜他平安力量 

信靠主; 

5.今年九月兒子寧風將升讀大學，求主賜他智慧信心選擇修讀的學科。 

 

 

 

   

 

 

 

 

 

 

 

 

 

差傳部電子郵箱：hkecmission2014@gmail.com 8

７ 



各部事工與代禱 

1.為何麗昆傳道能滿有屬靈恩典與靈力，在區會事奉禱告，能突破許多固有的障礙。 

             2.為區會開展小學至初中學生工作禱告。分別有學生自修室及兒少 PTU小組的推展。 

3.為各會眾靈命能受激勵而願意奉獻為主而活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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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請為本院迫切聘請新院長、神學哲學及聖經科專任教授的需要代禱， 

                        求主早日預備! (代院長陳笑紅牧師將於今年 12月底離任)  

2.請為代院長需兼任教務長、實習處及學生事務等代禱，求主賜下屬靈智慧及精神體力處理多方面 

  的職務。 

3.請為各客座老師在秋季(開12科)的  授課及一眾修科及實習的學生代禱。 

1.各中心現進行核數，求主保守過程能順利完成。 

2.12月 3日為第 25屆會員大會，求主使各中心有美好的交流。 

                 3.請記念今年底社署將會到訪津助單位了解財務的安排。 

                     1.為本會各部的新年度事工計劃順利獲得通過及今年度餘下事工，能如期照常 

                      舉行禱告。 

2.為本會的教牧同工事奉團隊的穩定性及各堂增聘同工的能力及進度順暢禱告，求主供應一切所需。 

3.為來年主題方向、事工推動禱告，求主在這動盪的世代中，賜下平安穩妥給我們，也叫各堂與總會 

  能合一面對。 

 

香港宣教會    

                    1. 感謝主，菲律賓宣教士 Irma Gonzales牧師已獲發來港工作簽証，她將來港 

                      為 RiverGrace擔任全時間牧職作準備。 

2. 請禱告記念歐萬斯牧師的健康, 回美後他繼續接受定期心臟檢查，求主保守歐牧師，不用再動 

 「開心」手術(open heart surgery)。 

3. 請為差會香港區禱告, 讓我們按神的心意繼續服侍。 

 

 

衛道神學研究院 

               1. 10月份教牧同工會培訓日營，主題:牧職生涯規劃，邀請區伯平牧師及鄭以心牧師。 

      2.11月份信徒領袖培訓與裝備冬季課程：范國光牧師，主題：建立團隊及處理衝突。 

3.「門徒裝備組」11月 17 日(三)主題：得力&動力的生，分享：鄺保強醫生(恩基堂)。 

4. 12 月份「青少年大本營:宣教日營」主題:宣教玩得起 
  

國際宣教協會 

社會服務部 

              1.請記念第 32屆差傳年會於 10月 31日下午 3時於恩磐堂舉行，主題「情繫使命」 

                求神造就宣教會眾人，連於神託付的大使命。 

2.求主保守各地宣教士、當地同工和事工，並加添眾人信望愛來服事鄰舍，使主名得榮耀。 

3.請記念差傳部新一年事工的推展，求主賜差傳部同工有智慧和能力服事眾堂會，及打開拓展本地宣 

  教事工的機遇。 

差傳部 

澳門區 
    

                         
                         

  

教育部 



    
恩

磐

堂 

總會報告 

同工總數: 46    全職同工: 27    部份職同工: 10     義務同工: 9  (截至 31/8/2021) 10

教育部課程 
教牧同工培訓日營，主題:「牧職生涯規劃」 
日期: 2021年 10月 5日(二) 

時間: 上午 10:00 - 下午 04:30 

主講: 區伯平牧師、鄭以心牧師 

地點: 恩佑堂 

截止日期: 9月 23日(四) 

信徒領袖裝備與培訓冬季課程:  
「建立團隊及處理衝突」 

日期: 2021年 11月 11、18、25及 12月 2日(逢週四) 

時間: 晚上 8:00-9:30 

費用: $400  

主講: 范國光牧師 

地點: 暫定恩磐堂 

截止日期: 10月 31日(日) 

青少年大本營:宣教日營，主題:宣教玩得起 

日期: 2021年 12月 18日(六) 

           時間: 上午 10:00-下午 4:30 

                                         地點: 恩磐堂 

                   對象: 初中至初職 

        收費: $50 

        內容: Game Missions、外展服侍 

      截止日期: 12月 5日(日) 

                  以上課程可聯絡教育部部員 

     或 whatsapp 6855 1937 
 

            

 

 

        1.為踐行恩磐家八大核心價值之一：「大公精神，重視網絡」，活出 one body one church的 

          精神，本堂堂主任－陳建超牧師除了致力幫助恩磐家轉型成為「健康使命教會」之外， 

          亦活躍參與以下的對外服侍崗位：總會執委會副主席、牧職部成員、九龍西區（一）區牧 

          －定期關心恩基、恩佑和恩澤的發展、柬埔寨國際學校董事局董事、匯基書院有限公司董事 

          局董事、匯基書院（大坑東）校董。本堂其他同工也參與總會教育部、差傳部，及會外 

          青少年群體服侍。願上主使用陳牧師及同工們對外的連繫與服侍，進一步與父神同工，擴闊 

          主的國度，達致榮神益人的果效。 

  2.感謝神賜予無限的感動、智慧、勇氣和創造力，讓本堂基督少年軍 179分隊於 2020-21疫情 

          期間，邊適應防疫指引，邊透過更靈巧、更創新、更無牆、更聚焦、更機動的非網絡方式探 

 討少年軍宣教門訓使命，包括小組戶外崇拜、小組郊遊團契、清潔郊區垃圾、探訪書信關顧、  

 上 門功課輔導、裝修 OMS通往 UCC鐵閘門檻牆壁、聖誕電話報佳音、製作聖誕福音禮物給家 

 人、親友、同學和鄰居、籌集及遞送柬埔寨 KIS建校助學奉獻、郵寄口罩和書信給柬埔寨基督 

 少年軍、為 KIS尋找 40部優質二手電腦、為「恩磐愛鄰舍中心」奉獻 10 部全新電風扇等等。 

  3.求上主賜額外力量給本堂少青牧區的領袖和導師，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地牧養一眾青少年信 

          徒，並具創新思維和魄力部署新學年的堂校外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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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分享、彼此代禱 

11月份內容： 

日期: 11月 17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 8:00-9:15 

地點:暫定總會會議室  

報名:聯絡教育部部員，或 Whatsapp 6855 1937 

     *歡迎弟兄姊妹向堂主任或同工報名 

     (疫情下轉為網上舉行) 

堂會消息 
九龍西（一） 

牧職部部長 
張沛鏗牧師 

2021 年各部部長    

 社會服務部 
部長 

楊蘭琴牧師 

差傳部部長 
關志強牧師 

教育部部長 
鄭振耀牧師 



1.感謝神！恩盈成功選立四位執事，為恩盈家竭力盡心作領袖。 

2.感恩！暑期活動順利完結，當中連結了 40多個家庭，並於 11/9舉辦佈道會，向這群街坊傳 

  福音。 

3.恩盈將重新規劃青少年事工，希望對應青少年的身心靈需要，求主賜智慧給執事和同工團隊 

  完成這計劃。 

恩

浩

堂 

 

 

 
 
 

 

 

         1.「聘請傳道同工」的廣告於 5/9、19/9、3/10刊登，求主繼續引領，為我們預備一位合適、 

             願意委身、不怕艱難的同工。 

         2.執事們現正草擬 2022年的各部計劃，求主賜他們聰明、智慧，有從神而來的感動和指引。 

         3.於 19/9(日)崇拜後安排了聖經問答比賽，祈求藉著比賽喚起弟兄姊妹齊來閱讀聖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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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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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西（二） 

1.請為十至十二月的各部的計劃協調順暢，好讓明年在事奉之安排上。能有合一和美好的協調。 

2.請記念二零二二年共有六位弟兄擔任新一屆的執事事奉，求主賜下同心與智慧予他們，能與 

  牧者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3.請為教會所有肢體的靈命，並與神有緊密的關係祈禱。以至大家能有從神而來的同感一靈並 

  智慧，在基督少年軍及社區未信的家庭中傳福音，而能讓更多人蒙恩得救。  

   

 

  

恩

基

堂 

1.今年 10月起，楊祖賜先生接任為署理堂主任， 

  陳佩芝牧師在 60歲後延任一年至翌年 5月。求主 

  帶領各方的適應，忠於託付。 

2.每年 10月乃本堂差傳月，求主賜各會眾持守差人 

  ，差禱、差錢、差關的信念，特別在堂會經濟壓力 

下，各支持的宣教士及機構仍能得到足夠的供應。  

恩

佑

堂 

九龍東 

恩

溢

堂 

恩

盈

堂 

1.為新一屆執事會交接順利祈 

   禱。 

2. 正計劃 2022年事工，請代禱。 

恩

澤

堂 

1.請繼續禱告記念 Irma牧師來港，事奉的安排。 

2.請為歐萬斯牧師一家代禱，女兒 Becki確診新冠肺炎，病情轉好，但一名孫仔 Nathan檢測呈陽性， 

  求主保護，特別是歐牧師夫婦。 

3.請為許寶山師母產後及手術後完全康復，求主保守在英國的許牧師一家。 

 

RiverGrace 

1.為今年底前能夠聘得女同工一位，求主 
  預備合適的禱告。 
2.為 9月底同工執事退修及計劃日禱告， 
  求主賜同感一靈。 

1.搬入新堂址，弟兄姊妹在新環境、地點的 
  轉換的適應，求主保守。 
2.新地方與對外機構合辦活動，於此尋找傳 
  福音的機遇，求主使用， 

恩

田

堂 

 

港九區 

恩

召

堂 

1.明年恩召堂會以佈道為主，期盼神用 
  恩召堂成為福音的出口，這更多的靈 
  魂被神得着。  

恩

言

堂 

 

1.記念堂會在兒童(多元智能訓練班、基督少年軍、主日兒童天地、學習興趣班)、青少年(YDG、 

  以馬內利組、音樂 Teen地樂器班)及家長方面開展服侍，求天父賜福使用。 

2.記念推動網上祈禱會，由堂會至職場點，求天父賜福使用。 

3.記念 12月會舉辦三間護老院舍聖誕佈道聚會，兩手準備實體或網上，求神賜福使用。 

4.記念 12月 19日上午有聖誕福音主日暨基督少年軍頒章禮，下午有多元智能畢業禮，求神預備 
  場地，施恩使用。 

1.請為本堂聘請傳道人代禱。 
2.請為執事和各部籌劃 2022年事工計劃代禱 
  ，求主恩領，讓本堂能實行主所賜的使命。  

恩

雨

堂 

 



1.9月 26日執事選舉。 

2.11月堂慶各聚會安排。 

3.明年事工 

 

 

恩錫 

 

 

 

 

 

 

 

 

 恩錫堂 
 

 

 

 恩  1. 

 光 

 堂 

 
 

新界東 

新界西 

     1.在疫情下，教會各小組的聚會，能夠讓肢體的關係更密切及互相守望，靈命成長。 

     2.洗禮及轉會的肢體能夠更投入教會生活及建立歸屬感。 

     3.11月份舉行會友大會及 12月份舉行年終感恩崇拜。 

恩

霖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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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舉行福音主日，求主挑旺弟兄姊妹領人歸主的熱心，賜福各項籌備，賜講員有力和 

合宜宣講。又求聖靈感動人心，使人回轉信服基督。 

2.本堂正草擬五年計劃，求主指引。 

恩

晴

堂 

1.聘牧事宜，請大家禱告記念，求主為我們預備合適牧者。 

2.請為新一屆執事代禱，求主加力賜智慧，同心合意服侍主。 

3.請為籌劃來年計劃及十二月份福音事工禱告，求主引領。 

恩

耀

堂 

1.請為新一屆 8位執事祈禱，求主賜他們有美好配搭。 

2.請為年底的事工及明年事工籌備祈禱，求主帶領及賜智慧。 

3.請為恩錫鄰舍中心在碩門邨的社區工作祈禱。 

恩

錫

堂 

 

恩

全

堂 

 

1.記念教會商討長遠發展及明年事工，求主引領。 

2.教會聘請部份時間同工 

3.肢體靈裡的成長 

 

恩

福

堂 

 

 

恩   

典

堂 

1.記念籌備 2022年事工計劃的事宜，求主使用我們彰顯神的愛，傳揚主基督。 

2.求主使用恩全鄰舍中心，成為福音的基地服侍社區；中心將快重新投入更多元的服事項目， 

  求主賜下智慧和資源，使一切都順利。  

 

 

1.請為弟兄姊妹身體健康祈禱。 

2.請為弟兄姊妹仰望耶穌再來祈禱。 

 

 

恩

道

堂 

1.請記念教會 2022 年發展計劃。 

2.請記念教會聘請合適教牧同工配合發展。 

3.幼兒學校 12月 17 日三場家長佈道會，求主讓家長們得蒙救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