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教會倡導「愛裡合一」，是易說不易做的事。我們往往因著不  

       同的限制，以致無法如願以行。今次很高興能邀請到本會恩 

       磐堂堂主任陳建超牧師，以嶄新的方式現身說法，跟我們分 

       享箇中的竅門，希望大家能從中獲得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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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傑牧師 (恩錫堂牧師) 

感謝神的恩典! 在牧職上給與本人的陶造和肯定! 也要 

   多謝堂會的執事和弟兄姊妹對本人的認同、支持和接納，讓 

   本人能按立為牧師。 

    

    正如自己在按牧述志中所說：面對按牧的過程中，自己 

   的心情是感覺矛盾的。一方面，按牧印證神透過群體給予的肯 

   定和機會，是一份福氣。另一面，亦自覺不配，因深知自己仍 

   有很多不足和軟弱的地方，令本人懷著敬畏和戰兢的心情來接 

 受按立。 

       

        另外，自己能夠按立為牧師，家人的支持和鼓勵實在重要，在牧會的十多年中， 

  經歷過大大小小不同的困難，除了神的保守外，家人在當中默默的守望，用實際行動 

  的支持，以致能渡過每一個難關，對本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正因這身份的轉變，本人不單在言行方面更加需要謹慎，亦要放下自己，順服神 

  的帶領，任憑神來使用和差遣! 在往後的日子，努力做好神給予的職份，謹守崗位， 

  竭力追求討神的喜悅! 

 

 

 楊祖賜牧師(恩基堂署理堂主任) 
 

     自 2014年信義宗神學院畢業後，加入恩

基堂服事已是第八年了，謝謝恩基人的樂意接

納和給予我服事的機會，與大家一起攜手實踐

信仰生活，並從中建立彼此信任的牧養關係，

這實在是我的福氣以及上帝的恩典。 

      

     能夠受按立為牧師，全賴上帝的恩待和不棄，因為在上帝的眼

中，我只不過是不值一提的微塵和罪人，我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在這個時代作為

指向人歸向上帝的路標，這正是我受按立的心志和召命。我相信，這份心志不只是給我

個人的，同樣是給恩基家的。我衷心期盼與恩基家的每一個人同心齊力同行來達成這份

心志，實踐上帝給我們恩基家的使命--領人遇見耶穌，成為關愛鄰舍和宣揚福音的門徒 

群體，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代中，忠心為上帝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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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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工/執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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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念 2-3/7 跑孩參與山賽及擔任義工，期間也有首次山上崇拜，求神保守天 

氣及行程的安全。 
2.感恩我能與學校社工家訪學生，並每週與學生約談輔導，與她們同行，學生 

經歷大小的創傷到現在仍有心理情緒等影響，求神醫治及更新她們的身心靈。 

3.請記念我的身體，我將於 7 月中回港作身體檢查及休息。  

 

 柬埔寨工場 – 徐而安宣教士 (學生及教會青少年事工)                    
1.為本地疫情緩和感恩，學生都能回校上課，教會崇拜及團契能如常進行。 

 2.為本地青少年成長及其家庭禱告，疫情過後一切均需要重新適應。 

 3.為應屆畢業同學禱告，願主繼續引領升學或就業的前路。 

   

  

柬埔寨工場– 李燕玲姊妹(短期宣教) 
1.與同工們有美好的搭配和溝通，建立教會歸屬感。 

2.跑孩繼續建立穩健班底中，希望新舊隊員能互相學習和激勵，6月 18 日有金 

邊國際半馬拉松，我們正加操訓練，希望跑孩們能安全完成比賽、榮耀歸於主。 

3.KIS長期缺中文老師，求主預備人才，也願 6月的中小學中文歌唱比賽、8月的 

   中文畢業致詞和表演都順利，讓學生有難忘的學習經歷。 

 4.求主作我和 Dickson的一家之主，感恩丈夫跟我一樣投入在服侍當中，願我們 

   能一起在靈命上共同成長，堅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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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菲律賓後要處理不少政府文件，求神賜智慧、忍耐和順利完成一切所需。 

 2.Mark 要完成餘下的工程和推動更多事工，使更多人得造就。 

 3.為同工們禱告，4 位同工在 5 月畢業後，求神大大使用。                                                           

 

 

日本工場 – 謝碧霞宣教士(山口縣宣教事工) 
  1.感恩宇部教會的崇拜及各小組能繼續。求主止息新冠疫病，好讓教會更能發揮 

    她的功能。並求主保守合一的心。 

  2.求主保守大野醫生的二子愛生能健康成長，活在主的愛中。求主幫助小學英文 

    班有新人加入，並且有幫忙的弟兄姊妹。 

  3.求主保守木村太太信主的心。並聖靈開啓木村先生的心，悔改歸主。求主賜與  
    基督徒中國人能展開華人福音事工。 

 

 

 
總會同工名錄: 

差傳主任 : 湯麗嫦姑娘 

差傳幹事 : 李慧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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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工場 – 林俊牧師夫婦(短期宣教) 

                      1.對我倆而言，未來兩三年每日生活中要面對不少的挑戰，且還要達成建立 

一個華人教會的目標，我倆極需要你在後方的支持。 

                      2.請持續為圖魯茲的華人得救恩祈求，為我倆在前方面對的挑戰和目標禱告， 

                    為我倆有時因信心不足而有的擔憂禱告，求主加添信心。 

                      3.願主提醒我倆知所敬畏，知所效忠，願我們一起盡忠於差遣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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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念我們回美國述職的行程，當中會到訪不同 

   教會與支持者分享在烏克蘭的工作。為旅程的 

   安全及有機會分享我們的使命及願景。 

2.祈求烏克蘭戰爭公正結束，烏克蘭繼續成為一個 

  自由獨立的國家。為所有在戰爭中失去親人、背 

  井離鄉、失去工作等而受苦的人們祈禱，求神幫助。 

3.為仍在烏克蘭的成員禱告，願他們在困難的日子仍繼續尋求神。祈求神使用他們——無論是在 

  烏克蘭還是在另一個歐洲國家。 

4.求神保守 OMS 支持烏克蘭難民的工作，包括在布達佩斯提供臨時住所，並通過邊境運送食物 

  進入烏克蘭，並有更多安全和開放的機會繼續幫助烏克蘭和烏克蘭人。 

5.為我們 OMS 烏克蘭事工團隊祈禱，我們正根據當前的局勢討論下一步事工，求神帶領和指導 

  我們如何在祂的工作中與祂配合。 

 

澳門工場 - 梁祖永、杜燕玲宣教士家庭(教會事工) 
   1.感恩懇親遊共有 37 人報名參加，有 11 位未信的家長和家人來參加，給我們一個接觸會友未信的親 
    人和他們建立友誼的好機會，感謝神。 

   2.教會來了一對年輕夫婦，他們都可以做司琴，幫助會眾投入崇拜。求神使他們願意留下，和大家一 

     起侍奉。 
   3.教會有 6 一 8 位説普通話的學生及來照顧孫兒的長者，我們都需要安排傳譯的人手，來幫助他們投 

     入崇拜，求主使用我們的傳譯人員，能有效地幫助他們參與崇拜。 

   4.燕玲兼任澳門工場聯絡人，多了關顧工場同工的需要和責任，求神賜智慧 

     和能力去與同工配搭和參與，以及協調同工間恩賜和能力，使他們有效 

     發揮和建立。 

   5.13/7-30/9 這段時間，是我們回港述職，求神幫助教會兄姊們，在各方面 

     彼此相愛、提醒和隨時有智慧應對。   
 

    德國工場 – 蔡定邦宣教士家庭(華人留學生事工) 

1.慕尼黑信義教會 7 月開始在崇拜後有小組分享，之後逐步小組化，教會亦 

穩步增長，求主保守。 

2.為到 Samuel 參加 6 月 5 日聖靈降臨節洗禮的決定感謝神，求主繼續帶領 

他追隨基督，作主耶穌真實的門徒。 

3.感恩讓 Ingrid 及 Michael 分別在大學及高中畢業，求主引導他們的前路， 

行在上主的旨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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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工場 – 陳少平宣教士家庭 
                        1.教會已恢復實體聚會，求主興起更多弟兄姊妹參與事奉，同心合意榮耀祂 

  的名; 

2.我們正在市中心找尋新房子，希望日後能用來接待新朋友和小组聚會，  

  求神預備合適的地方來見証祂。 

3.請為 Anna 在護老院的媽媽禱告，她腦退化的情況日益嚴重，求主與她同 
  在，賜她平安喜樂，以及有適切的照顧。 

4.我們一家將於七月中回香港，雖然已經買了機票及預訂了檢疫酒店，但 

  機票卻被取消了數次，求主保守行程一切順利，亦能符合繁複的防疫入 

                          境要求。 

  柬埔寨宣教會森速堂                                  
1.感恩 5 位肢體於 4 月底接受第一屆水禮，求神保守他們生命繼續成長、 

忠心跟隨神。 

2.雨季時教會天花四處浸水，並水浸入屋，這也是柬埔寨人民的生活常態，  
請記念同工及眾人有力面對。 

3.請記念宣教士與同工團隊合一與配搭，能有剛強的心面對事奉的壓力和 

挑戰。新一季起會安排更多培訓協助同工，求神親自建立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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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事工與代禱 

      1.請為本屆執委會成員禱告，求主賜智慧及能力去商議及帶領宣教會未    

                           來的事工拓展。 

                         2.請為總會辦公室同事們的身心靈禱告，要適應各個新應用程式、處理 

日常的會計及年度核數，還有要持續聯繫各堂取得最新的報告及事工 

進展。 

                         3.請為各義務牧師及傳道/區牧禱告，他們不住協助會內不同堂會的事務，    

                           甚至要擔任協助/督導同工的角色，身心倍感疲累。 

      

1.感謝主，李燕玲姊妹和林俊牧師伉儷成為香港宣教會短期宣教士，李姊妹於柬埔寨以教學和 

運動為平台服侍當地年青人，林牧師伉儷往法國服侍海外華人，並計劃成立華人教會，培育信 

 徒。 

2.請記念第 33屆差傳年會暨林俊牧師伉儷差遣禮，在 7月 10日下午 3時 30分於恩磐堂舉行， 

 主題是「愛裡合一 普世差傳」，講員是郭鴻標牧師，求神預備宣教會眾人，同得造就，及領受神 

所託付的大使命。 

 3.求主賜差傳部同工有智慧和能力服事眾堂會，並使用今年下半年的年會、差傳課程、短宣，讓堂 

   會和肢體一起參與，祝福萬民得聽聞福音  

                          

 1.感謝神，首季課程“認識信仰-靈性操練”順利完成，感謝戴志雄傳道教導， 

  多謝恩浩堂免費提供地方，欣賞學員積極參與，願主賜福眾人靈修不住成長。 

 2.為教育部章程革新，未來課程適切性及下半年度課程順利推出。 

                                                      

                     1.請為社會服務部及各單位今年財務核數祈禱，求主保守過程能順利完成。    

                     2.請為社會服務部聘請會計及文員祈禱。 

                3.請為社會服務部新一屆董事祈禱。 

                          

1.為區會面對著不斷而來厲害的屬靈爭戰禱告，求主加力給同工們，滿有智慧地處理。  

            2.為開展青少年事工代禱，也求主使家長們樂意將子女交在父神手中禱告。 

         3.為選出新一屆會員代表成員進入理監事會一事禱告，求主選擇及帶領。 

 

 

1.繼續為聘請合適院長祈禱。 

                    2.求主帶領衛神未來路向。 

3.為招收新生及聘請新教授祈禱。 

 

    

  

    1.感謝神，菲律賓女牧師 Rev. Aime已抵港並完成隔離，投入 RiverGrace 教會事奉，求主賜她智慧 

      和力量帶領教會。  

    2.記念 OMS總部的交接順利。 

   3.記念 OMS在烏克蘭及俄羅斯的事工，宣教士們在當地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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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香港宣教會    

差傳部 

國際宣教協會   

社會服務部 

  衛道神學研究 

院 

澳
門
區 



         . 

     

. 

 

        1.本堂已重開實體崇拜和其他聚會。祈願上主保守整個過程，盡都順暢。同時，  

亦懇求上主賜我們有足夠的智慧，關心和跟進未能打針，亦未取得「疫苗通行  

證」的弟兄姊妹或來賓。   。             
        2.本堂現正物色新一屆執事的候選人，祈願上主感動適切的弟兄姊妹作出正面的回應。      

            1.We are praying for God`s protection and successful surgery on Pastor Dave. He 
                  will have a surgery in June. We pray for smooth and stable condition of his  

                 dissection. 

               2.We are pray for God`s provision and smooth arrangement of Pastor Irma in 

                 Hong Kong. May God give her His wisdom to lead RiverGrace. 

               3.We are praying for God`s healing on RiverGrace family members, our own  

                 families who are sick, not feeling well or under medical treatment. 

          1.為恩田鄰舍服務中心祈禱，將於 7月初舉辦小學生託管及提供功課輔導的服務，求主賜智   

            慧予羅傳道和胡姑娘安排宣傳、制定招生細節和招募義工等工作，祈盼能透過小學生託管 

            打開福音之門。 

         2.於 10/7安排了執事選舉，求主引領，感動和揀選願意委身、被聖靈充滿的領袖帶領教會 

           繼續向前邁進。 

                                                       

              

        1.感謝主，同行小組終能順利開始。             1.請記念因疫情影響後，肢體能再度投入實 

         2.為了能再次起動功輔班及 MM7組禱告。           體崇拜及各項聚會的參與，並參與外展福 

                                                        音事奉的心志祈禱。 

                                                      2.請記念教會如何在面對不同的挑戰下，仍  

          持守及實踐主耶穌交託給我們「合一」的 

        1.為今年能夠聘得合適的新同工。                 召命！    

        2.為疫情緩和後，重啟福音事工，社區服務  

          等工作，讓更多人接觸福音，被神得著。 

             

           

         

  

1.疫情放緩，所有事工的重組，重整安            

           排求主賜予智慧，使用各項聚會。                 

         2.同工們身、心、靈的需要，求主親自             1.為本堂的青少年異象祈禱，興起更多肢 

           保守。                                         體參與青少年事工。 

         3.教會下年度的事工籌劃，求主引領。             2.為各小組、團契祈禱，求主的靈引導注  

                                                       重相交，在疫情減退中復興。 
         1.為聘請主力牧養及拓展青少年，姊妹及             

          閱覽中心同工禱告。                              

        2.為現在福音工作缺乏工人，求主與起 

           肢體的信心去服侍禱告 

 

 

      

總會報告 

同工總數: 41    全職同工: 27    部份職同工: 8   義務同工: 6 (截至 26/5/2022) 7 



 

 

                                                                                                        

幸福小組課程已培訓完畢，期望弟兄姊妹能更多的參與在其中，讓更多的靈魂借此機會得著

救恩。 

                           

       1.感謝神帶領恩雨堂 67年的日子，願天父           1.7月 1日(五、公假)上午 9:30-12:30舉行 

         讓更多人可藉着教會生命更新。                    「讀經日營」；地點:沙田道風山基督教叢                           

       2.願神使用弟兄姊妹的生命成為見證，幫助            林主題:福音群體的重塑；講員:凌民興牧 

         更多人認識耶穌。                                師、朱浩廉傳道；內容:專題研經、默想       

3.願天父幫助我們看見更清晰的異象，憑信            操練；名額:20 位，額滿即止，自由奉獻。 

         承擔神給恩雨的託付。                          2.8月 7日(日)下午舉行「執事同工領袖退 

                                                      修會」 

                                                       3.9月 11-12日 YDG(青年)兩日一夜營，以上 

                                                         活動，求主賜福使用。  

                

                                                                                                                             

        1.為 7月 1日之退修會祈禱，求主幫助弟兄         1.為到恩全堂的祈禱會擺上，讓弟兄姊妹在 

      姊妹投入參與，認同主題: 需要個人成長。         祈禱會中能夠更多的享受，並且能在禱 

  2.為本堂少年軍之方向祈禱，初、中級組已      告中經歷上帝。 

      停止集隊，現構思開辦幼級組之可能。           2.為到恩全鄰舍中心聘請的事宜禱告，求主 

                                                         帶領，並差派合適恩全堂及鄰舍中心，以 

        1.請為教會逐漸恢復實體聚會祈禱，祈盼各           及社區的人來服侍。                                                  

          項事工能順利開展。                           3.恩全堂將舉辦一些聖經課程班，求主使用 

    2.請為教會經濟祈禱。                             這些的課程，使到會眾更明白及喜愛並活 

    3.請為恩錫鄰舍中心的社區工作祈禱。               出上帝的話。 

                        

                                                       1.為教會聘請傳道同工祈禱，求主安排合                                    

                                      適同工到來，以減事奉人手不足。  

                        

                  

                                                                                    

                                                              

         1.本堂正物色傳道同工加入事奉團隊，                 

          求主帶領。                                     1.求主預備合適的牧者帶領恩典堂。 

        2.本堂正尋找辦公室附近租盤，擴充聚會             2.計劃青少年 7-9月活動，求主賜智慧。 

           點，求主預備。                                  

         3.本堂將於 4/9/2022 舉行福音主日，求主                

           賜福籌備順利，會眾同心領人歸主。               1.教會正在聘請牧養青少年傳道，求主   

                                                            為我們預備合適牧者。 

1.教會在下半年會在區內舉辦興趣班等活動，         2.九月份新一屆執事選舉，求主預備                                               

           藉此接觸街坊。求主帶領我們，能打開福             合適人選。             

音之門。                                       3.記念暑期活動的籌辦，求主引領人歸            

        2.為青年籃球班與暑期班的活動禱告，求主             向祂。 

          加力導師，又願青年透過活動能彼此建立           

          關係，及認識信仰。                             1.請為俄烏戰爭不要觸發第三次世界大  

 3.記念實習神學生在堂會的學習。                     戰而禱告。 

         4.記念長者中心 2 位新社工的適應，與同事間         2.請為信任特首銳意解決民生問題而 

的配搭。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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