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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意遵行主的囑咐—互勉相交    鄭振耀牧師     

    迎接新的一年開首，祝願我們香港宣教會的大家庭，彼此勉勵，靠 

 著那加給我們力量的主，努力傳揚、高舉福音。 隨著三年疫情的轉 

 變，給我們體會到信仰群體應對環境的轉變，藉此帶來更新的機遇，當 

 中對肢體的牧養和關懷更需要「落地」和「貼地」。 

    當我們要實踐「互勉相交」，自然會追溯福音書裡記載主耶穌對門

徒交付傳福音的使命，和相愛服侍的命令；今天信仰群體的承傳和持

守，實在毋用置疑，給我們在「實踐」上需要更多的檢視和反思。 

    我們強調要「遵行」主交付的使命，不是「被」要求去執行；主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五 14-15提出：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

我乃稱你們為朋友；因我從父所聽見的，已經都告訴你們了。」我們和主耶穌既是朋友關係，誠如主耶

穌所講，祂已給我們知道天父的一切，那麼，作為知心友的主是樂意與我們溝通交流，祂是沒有隱瞞，

加上主耶穌囑咐門徒要能實踐彼此相愛，就會被識別為主的門徒，(約翰福音十三 35) 故此「在情在

理」，我們豈能忽略？ 

    究竟有甚麼會難阻我們實踐主的囑咐／命令？楊錫鏘牧師在《召命》指出三一神是內在關係的神；

「關係」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而在關係裡面最重要的就是愛，順服卻是聖經裡指愛的關係裡最重要

的一環。 1主耶穌以祂的一生來詮釋「順服」；從童年順從地上的父母回家(路加福音二 51)，出來傳道

以信靠聖言來對應試探(馬太福音四 1-11)，在客西馬尼發出掙扎的禱告等(馬太福音廿六 36-46)，主耶

穌最終順服天父的旨意至捨棄生命。2  

                                                1
參楊錫鏘：《召命》, (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17),頁 308-309 

                                                          
2
參同上註書,頁 309-333  

   

  主耶穌不單對門徒多次囑咐，更在面對被門徒出賣的場景下， 主耶穌為門徒設下榜樣—為門徒洗腳

(約翰福音十三 3-15)，並設立聖餐(馬太福音廿六 26-29)，勉勵門徒去遵行「互勉相交」。 

    當主耶穌為門徒洗腳和設立聖餐時，我們都看見賣主的猶大也在其中，可是主卻沒有即場「拆

穿」，仍為猶大洗腳，與猶大一同坐席擘餅，可能我們視為主耶穌給與猶大悔改回轉的機會，其實主耶

穌「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約翰福音十三１） 

        今天我們要應對時代與環境的轉變，大家都願意為肢體守望，為福音獻上一分力；有時候會群體裡

出現意見分歧，可能是溝通渠道和空間不足？還是我們都未能夠「順服」？或是我們都堅持自己觀點？

重視個人意見的表達？相信作為教會的頭，愛我們的主耶穌，祂對我們的囑咐和應許，相信大家都十分

明瞭，不用重複多言，甚願我們同心樂意跟從主耶穌的囑咐：「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

面……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你們多結

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

裡。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我這樣吩咐你們，是要叫你們彼此相

愛。」(約翰福音十五 4、7-9、12、17) 願彼此勉勵。  



  羅偉健先生  

  恩耀堂傳道 

               
       感謝主，由福音幹事開始，至今年八月成為教牧同 工，在教會裡服事原來已經踏  
 入第 九個年頭。事奉的路仍然很漫長，對於職份上的轉變，我自己仍在適應當中，感 
 恩弟兄姊妹、執事以及同工的包容，讓這個不懂事的黃毛小子慢慢成熟過來。 

    在教會裡我學習到一件事，我們作為基督徒思考雖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要學習順服，要願意聽
神的說話：「God said it, I believe it,  and that settles it (神係咁講，我就咁信，我會咁做)」，就好像兒子
要聽父親的說話一樣。耶穌吩咐門徒要彼此相愛(約 13:34-35)。愛人確實不容易，因著基督的緣故，也要
學習彼此相愛，因為這是主的命令。我們或許不懂得怎樣去愛人，但都要去愛，亦要尋找方法去學習愛

愛。 
   因著愛，就能夠繼續堅持下去，儘管疫情、社會環境轉變等因素，生活有時會有挫敗、會灰心，

但人都是從逆境中學習過來，方能成就今天不同的人生。讓我們彼此相愛、建立團契，一齊愛到底。 

 

      Hi 你們正計劃外遊？還是已從日本或韓國等地旅遊完回港？ 香港政府漸漸 

對市民外旅回港的隔離政策鬆綁，我身邊的親友已各有計劃衝出香港，往鄰近的 

旅遊熱點。 

      今年 10 月初，媽媽的喪事告一段落，是時候進行外遊的計劃，那是今年 6 月開始 

退休後其一重點行動。是的，暫時放下香港宣教會義務牧師的工作，往加拿大跑，連氣在多倫多及渥太

華住了六個星期。到達時天氣晴朗兼風和日麗，溫度在 22°C 左右，當時香港是 32°C。 其後，天氣突

然轉冷，青綠的樹叢在幾日內變得黃黃紅紅的，配上藍天白雲，就像平日從 YouTube 寧靜音樂短片中的

迷人景色呢。幾輪雨水，加上大風過後，葉子驟然飄落，光禿的樹枝亦有雅緻的型態。如此美景，還配

上寧靜及寬敞的環境，這裏真好。                           
      
     執筆寫這文章時，我已回港，想起彼得對主耶穌也曾說這句："這裏真好。"（太 17:4）翻看相關經

文，上文下理如下："過了六天，耶穌帶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們面

前變了形像，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說話。 彼

得對耶穌說：「主啊，我們在這裏真好！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裏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

一座為以利亞。」 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且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

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 門徒聽見，就俯伏在地，極其害怕。 耶穌進前來，摸他們，

說：「起來，不要害怕！」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在那裏。" （太 17:1-8）    
 
      旅加期間，剛巧我參加當地崇拜的教會是差傳月，每周的講道、見證及呼召也是本地及海外宣教的

內容；自己停不了的眼淚提醒我，聖靈的感動常在。臨近退休時，間中都有會友問我："牧師，退休

後，妳會返加拿大？ "我都會解釋："我沒有入籍呀。我會去旅遊和探親的。" 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主

繼續讓我看到祂。願僕人順服，跟隨主的指示隨著行。                                                               

                                                                                                                                                                                        

陳佩芝牧師 
總會義務牧師 



郭建蘭宣教士(學生及教會青少年事工) 
1.求神賜我愛心與忍耐，謙卑與宣教團隊及本地牧者同工。 
2.求神賜智慧及能力讓我與青少年同行、在門訓小組教導及培育他們。 
3.求神預備合適人選承擔及帶領 KIS 生命教育科及校園福音工作的發展。  

 

 徐而安宣教士 (學生及教會青少年事工) 

1.繼續為疫情下的柬埔寨禱告，眾人正學習與病毒共存，願主賜福他們。 

2.求主賜我創意教學，讓學生在學習中成長和增進知識。 

3.求主賜我智慧及能力在校和在教會服侍。  

 

柬埔寨工場   

李燕玲姊妹(短宣員) 
1.感謝上帝供應，讓我們舉辦三日兩夜遊學團，隊員中大多是第一次參加，他們從中學習到團隊及運動 
  員精神、自理能力、增廣見聞。我們也探訪當地教會，一起分享和敬拜，將心意用歌聲呈獻給上 
  帝。人生如馬拉松，願跑孩們能一直向標竿直跑，一生到老不偏離。   

2.感恩在步入 12月，有兩位跑孩(12 年级學生 Seng Hong 和 Vannareach )在隊牧 Jess的帶領下決志信 
  主，並開始上栽培班，請大家禱告，願他們信仰扎根，榮神益人！  
3.跑孩於 12月 11日舉辦第一場公眾跑步活動，吸引了不少跑步愛好者參加，我們希望在社區推廣跑步 
  文化的同時讓更多人有機會認識福音，請大家禱告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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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道為、鄧肖蓮宣教士家庭(佈道植堂及籃球外展工)  
1.感謝神 Rainbow 在六星期前平安誕下一個 BB 男嬰，請為她有智慧和力量照顧三個年幼的子女。 

2.請為參加教會不同活動的人真心信主禱告。  

3.請為我們和同工們的身心靈和智慧禱告，使我們事奉有力量。 

4.感謝神感動一位菲律賓弟兄奉獻了一部全新，可以載 25 人的福音車， 

  使我們可以接送住在較遠贫民區的青少年人來參加教會的活動和聚會， 

  請為新事工的開展禱告。 

5.我們打算聘請多兩位同工，願神旨意成就。 

6.請為申請政府文件所需的忍耐和智慧禱告。  



 林俊牧師夫婦  

 1.正努力適應各方面的新處境及文化。 
 2.正考量計劃成立華人教會的方法 。 

 3.正辦理各種生活安頓上所需要的證件的手續，求主幫助。 

 4.登記所需的生活各方面的手續，求主幫助。 

 5.疫症蔓延下身體健康的防禦。 

 6.與同工的配搭合作。 

 7.讀書功課的壓力頗大，求主幫助。  

馬素倫宣教士家庭(大學生小組事工)  

  1.為我們在美國的述職分享行程禱告。直至 1月中我們會在科羅拉多州不同 
    的教會分享，然後又開始跨州的行程，加利福尼亞州、俄勒岡州、德克薩 
  斯州，也許還有佛羅里達州。求神幫助我們完成行程，並祝福每一次能夠 
  分享神在烏克蘭工作的機會。 

2.為我們團隊在烏克蘭每週舉行的英語小組禱告，每週都有許多烏克蘭大學生繼
續參加這些小組。祈求神打開每個學生的心扉，讓他們聽到並理解衪的話語。
特別為學期末聚會和後續的查經小組禱告。祈求主感動學生願意繼續聚會，更深入地討論神的話
語。 

3.為經常遭受導彈和無人機轟炸的烏克蘭人祈禱。為烏克蘭南部和東部靠近戰鬥的人們祈禱，也 
  為烏克蘭其他地區（包括基輔）遭受電網襲擊的人們祈禱。現在，停電已成為生活的常態。為 
  人們在整個冬天都能有暖氣和電力祈禱，包括我們在基輔的隊友 Andrew和 Mary。並為那些在 
  襲擊仍在繼續時試圖修復一切的人祈禱，包括我們認識的朋友 Tanya的丈夫，他是一名電力工 
  程師，正在基輔努力工作。Tanya 帶著女兒已撤離到蘇格蘭。 

4.為這場戰爭能公正結束禱告，祈求俄羅斯撤軍並避免使用核武器或其他世界末日武器。祈求世 
  界領導人有智慧，知道如何在這場戰爭中幫助支持烏克蘭。 

5.為許多人在這個危險和不確定的時期向耶穌求助禱告。並為許多為有需要的烏克蘭人提供實際  

  和精神支持的基督教會和組織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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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祖永，杜燕玲宣教士家庭 (教會事工) 
1.為主日學要加增一班給初中少年人禱告，為人手（找到委身合適 
  的老師）、為教材禱告。我為這事發愁，求神給我一顆交託的心。  

謝碧霞宣教士 (山口縣宣教事工) 

1.感謝主給與我能回港與家人及弟兄姊妹見面。我會 5/1/2023 抵港， 
  1/2/2023 回日本。除了 8/1/2023 已經約好講道外，其餘日子我都 
  可以與大家見面。求主保守回港期間一切順利，身心靈皆健壯。 

2.求主保守新的一年 2023 年有一個更好的開始。希望更明白主的 
  心意，為主的國度展開新的一頁。宇部教會能穩固成長，成為社區 
  的明燈。 

3.求主幫助能順利取得日本新的簽證，期望可以拿到五年簽證。求主 

  供應新一年的生活費，可以不用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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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宣教會森速堂 
1.記念生命醫治小組及洗禮班，求神使眾人在信仰上紥根。 
2.2023 年是福音傳入柬埔寨一百週年、也是 CEC 成立十週年，願神 
  激勵及堅固 CEC 本地同工、領袖及信徒，生命成熟、勇於承擔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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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少平宣教士家庭 
1.魯汶教會的會友大會已順利補選一位新的執事，求神引領新的執事 
  與其他執事們彼此配搭，同心合意建立教會。 
2.上年 10 月教會正式開始兒童主日學，教會裡的兒童和家長的人數 
  亦逐步增加，求神感動更多弟兄姊妹參與兒童主日學的服事，並幫 
  助小朋友和家長們更深認識主耶穌。 
3.在新學期的迎新活動中我們接觸了一群新同學，求神引領他們繼續 
  參加團契和教會的聚會，幫助他們明白真道，經歷主恩。 
4.求主保守 Anna 在香港母親的身體，賜她每天在老人院的生活常存平安喜樂。 
5.兒子寧風正在讀大學一年級，學業繁重，求神賜他智慧、專注和信靠的心應付學業。 
6.我們的宣教籌款額仍未達標，求主保守供應，讓更多的弟兄姊妹願意成為我們的宣教伙伴， 
  一起拓展神的國度。  



各部事工與代禱 
香港宣教會    

教育部 

社會服務部 

差傳部 

澳
門
區 

國際宣教協會   

衛道神學研院   1.為聘院長、教授祈禱。 
2.為同工健康和皆事祈禱。 
3.為招生及課程與堂會合作祈禱。 
  *信徒皆祭司，職場宣教課程。詳情聯繫 Winnie Chan   
   94839875 

1.感謝父神的引領，區會已選出新一屆理監事各成員，求主提升各人事 
  主的熱誠，同心合意地學習事奉神禱告。 
2.為青少年工作代禱，照顧及同行者能滿有智慧與忍耐去服侍他們。 
3.為區會信徒能成長起來及樂於事主禱告。 

1.請為各中心新一年的活動申請祈禱，求主保守及帶領。 
2.求主保守中心的經濟及員工需要，讓各中心有足夠經費及人手， 
  繼續開展不同的服務，讓各區居民都能得到支援和關顧。 

1.感謝神，退休宣教士歐萬斯牧師第二次心血管手術成功，現仍康復， 
  求主繼續保守牧師夫婦身體健康。 
2.繼續記念 OMS 在烏克蘭的事工，幫助當地戰爭中的人民，求主讓戰爭 
  早日平息。 
    

1.為本會架構重組一事，求主賜能力智慧給「教會發展委員會」的成 
  員，能循序漸進與律師們商議相關需改動之條文，讓本會未來之架構 
  變得更靈活及具彈性。 
2.為各部事工能在新一年復常運作及持續推動給各堂會眾禱告，求主賜 
  福感動各人，一起努力奮鬥編寫宣教會新的篇章。 
3.為各堂新年度的事工計劃能順利於堂內推動禱告，求主帶領各堂牧者 
  及執事們，能組成美好的事奉團隊，合一發展各堂聖工。 

1.請記念差傳部 2023 年的事工發展，求主賜同工們有智慧和能力服侍並感動堂 
  會和肢體透過參與差關祈禱會、課程、關心宣教士、短宣、差傳年會等事 
  工，祝福萬民聽聞福音。  
2.差傳部支持的宣教士蔡定邦家庭於上年 10月底完成在德國宣教事奉，並繼續 
  在歐洲服侍普世華人，求主引領蔡定邦家庭前面事奉的路向 。 
3.求主引領合適的肢體來參與短宣和長宣事奉，使宣教工場得以拓展和持續發 
  展。 
4.請記念各地宣教士、當地同工和事工，求主保守他們身心靈堅穏，加添眾人 
  信心、盼望和愛心來服事鄰舍，並賜他們屬天智慧分享福音，引領人歸主。      
    

1.為新一年課程及安排祈禱，求主保守及帶領。 
2.為 2023 年 2 月至 6月，親密之旅和 card coaching 課程。 
3.為教育部各樣事項，部長、部員及課程導師身心靈健康禱告。 



1.為儘快能夠聘得合適的兒童牧區教牧，社區幹事。 
2.為疫情緩和後，重啟福音佈道事工，社區服務等等   
  工作，讓更多人接觸福音，被神得著。 

1.為未來兩年(23-24)以門徒訓練為主線的方向及實踐禱告： 
  齊作門徒，承傳使命。 
2.為未來聘請青少年牧養、婦女牧養暨社區福音的傳道同工 
  禱告。 

1.1/1(日)上午 10:30 十七周年堂慶 
  感恩聖餐崇拜、中午 12:00 會友大 
  會。 
2.6/1(五)晚上 7:00十七周年堂慶感 
  恩聚會， 
3.22/1(日)上午 10:30 新春福音日。 
4.29/1(日)中午 12:00新春團拜。 
5.24/3至 7/4護老院復活節福音活動。 

1.上年 10/11(四)大廈爆鹹水喉，求主保守維修工程順利。 
2.教會新一年的發展方向，求主讓弟兄姊妹能彼此配搭實踐。 
3.幼稚園學生及家長福音的工作，求主開更多新路。 

1.由於教會沒有牧者，期盼神 
  賜下合適的牧者來牧養弟兄 
  姊妹。 
   

1.恩盈將於 2023年籌備裝修堂會，求主賜智慧給執事和教牧同工，取得各部的需要，讓設計和工 
  程蒙神悅納!  
2.謝碧霞宣教士將於 23年一月回港休假，願主保守她能重新得力，並與家人歡聚。 
 

1.恩田鄰舍服務中心展開的小學生託 
  管及功課輔導班於 30/11 暫告一段 
  落，求主帶領中心的服侍前路，求 
  主賜智慧予羅傳道和胡姑娘帶領中 
  心繼續走下去。 
2.為今年的新一屆執事(鄧志彪、 
  梁曉然、林淑媛、區彩雲)祈禱， 
  求主大大的使用他們與同工們有好 
  合作，同心帶領會眾上下一心建立 
  教會。 
 

1.為恩澤堂聘請到合適的教牧祈禱。 

1. Pray for the Sunday basketball  class is  
    able to let the non-believed students  
    believe Christ Jesus。 
2. Pray for God’s healing on RiverGrace 
    family members who are not feeling well 
    and smooth arrangement for Sister  
   Therasa’s surgey。 
3. Pray for God’s comfort on Sister Germma 
    and her family as her father passed 
    away 。 

 1.願神藉著「追隨基督，活出召命」成為會 
   眾屬靈彼此建立的目標。 
 2.為「(農曆)歲晚祝福行動」祈禱，願神使 
   用，以接觸更多的福音對象。 
 3.為 2 月退修聚會祈禱，求神透過相關的內 
   容和安排，讓弟兄姊妹能從上得力，心意 
   不斷更新。 
 4.記念今年的執事選舉，願神興起及堅立更    
   多弟兄姊妹在教會服侍的心志，並上下同 
   心，興旺福音。 

 

1.請為本堂會眾用心努力踐行今年年題：齊心得 
  人得主心禱告。過往一年，恩磐家一起培育 
  佈道心，學習傳福音的技巧。在新一年，祈願 
  恩磐人能夠齊心為主得著更多未信者，栽培 
  他們成為門徒，以致我們可以得著主的歡心， 
  將來無愧見祂的面。  
2.祈願上主的旨意，將會透過新一年的事工計劃、 
  財務預算和新上任的執事踐行在恩磐當中。 
3.作為一所健康使命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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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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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然在疫症持續的侵擾下，仍祈願恩磐家的全 
  體會眾，樂意順服實踐上主什一奉獻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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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請記念能得合適的教會幹事同工。 
2.請記念 2023年兒童事工 UniCity的參加者和家長， 
  能認識神祈禱。 
3.請為 2023年執事改選，求神揀選合適的肢體祈禱。 
   



1.請記念 3月 26 日是恩光 30週年堂慶，因   
  此，由 1月至 12 月我們定為堂慶年，每一 
  季將會舉行不同活動，透過這些活動，帶 
  出恩典與祝福給參加者，一同見證主的恩 
  典。 
2.求主保守我們。透過親子啟發課程，接觸 
  幼兒學校家長，並引領他們歸向主。 
3.求主保守我們能夠早日聘請到合適的教牧 
  同工。 

1.聘請青少年牧者。 
2.1/1/2023 會友大會。 
 

1.恩霖家有兩位肢體接任教會幹事，求主保守新同工團隊能建立良好默契，保守合一的心， 
  各按恩賜服事。 
2.求主激勵肢體參與 24/12佈佳音及邀請未信親友參加 25/12 福音主日，願主將得救的人加 
  給恩霖家。 
3.2023 年年題為:「生命成長，知己所長」祈願能鼓勵肢體接受裝備，除了在聖經及神學知 
  識上長進，更能掌握實際技能，以生命生活獻作活祭。 

1.為到恩全堂教會各群體的家人禱告，求主在 2023年繼續成為恩全堂所有家人的腳前的燈， 
  路下的光，帶領恩全堂進入更豐盛的應許之中，求主的恩典與平安與恩全堂的家人同在。 
2.為到大埔的社區禱告，求聖靈的感動常與大埔社區的居民同在，都能夠得著福音，經歷天 
  父的愛；同時亦為到恩全堂 2023年所有的事工計劃交上，願天父大大使用恩全堂，能夠在 
  社區當中作鹽作光，並求主加能賜力，弟兄姊妹在主裡休息和服事上都得以平衡。 
3.在新一年的開始為到香港這個家，願耶和華的公義、慈愛、平安、健康臨到香港同中，願 
  香港的眾教會和信徒都能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1.為教會弟兄姊妹成長禱告。 
2.為教會經濟禱告。 
 

1.今年是恩福堂 40 週年，感謝神帶領教會。願我們繼續見證神，將福音傳揚。 
2.今年教會的福音工作是盼望在節日舉辦不同活動，讓街坊認識「恩福堂」。於 5/2 舉行  
  「元宵猜燈謎」，讓街坊參與，求主引領。 
3.請為長者中心禱告，求主加能賜力予職員，使中心能提供適切的服務給每位長者及家庭。 

1.由於一直未找到合適的聚會地點，所以 2023 年起增設周六午堂崇拜，跟主日早堂崇拜一樣 
  在本堂辦公室舉行，亦會於周四晚網上祈禱會前增設一段約 45 分鐘的簡短崇拜。求主使用 
  聚會堅固會眾，榮耀主名。又求主為我們預備司會人員同心事主。  
2.2-3月開辦生命成長課程 201[邁向成熟]，求主使用，呼召和幫助弟兄姊妹建立良好的信仰 
  習慣。 

1.感謝主！廿七周年堂慶，榮耀歸 
  予神。 
2.15/1舉行會友大會，求神帶領。 
3.2023教會主題「愛人」，副題： 
 「同心同行」，願聖靈帶領恩耀家 
  愛神愛人，合一服事。 

1.請為本堂今年度的事工計劃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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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恩錫鄰舍中心社區工作祈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