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訊

2020 年 12 月號

─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文字資訊部

差傳‧短宣

本會教會中心地址：
九龍何文田勝利道 16 號金碧大廈 3 樓
電話：27132528
傳真：27117180
郵址：kpchurch@kpc-main.org.hk
網址：www.kpc-main.org.hk

徐耀榮弟兄（差傳部部長）

早在 1978 年，教會已成立差傳小組，因為在更早之前，教會已有本地宣教的視野，在香港那時還是十分偏遠的地方開荒佈道，在上水
建立聚會點，然後一步一步發展至今天：五個堂會、四所學校 。
教會在 1979 年開始資助泰國、緬甸和菲律賓的福音事工，也首次參加了泰國暑期宣教學習計劃。經過幾年的學習，教會在 1981 年正
式成立差傳部，首十年我們已經支持了兩位宣教士開展工作，就是泰北的韋啟志宣教士和南美的李秉恩宣教士。在 90 年代開始內地事工，
包括：廣州、湖南、內蒙、清遠；又支持了其他差會的工作，包括：英國、美國和聖經的翻譯，也開始了第一次的緬甸短宣。2000 年開始
了豐收的十年。緬甸聖恩學校建成，支持內地清遠、河源地區，建立教會、培訓傳道、短宣佈道、助學扶貧。今天樂見他們建立可容千人
的堂會，信徒人數不繼增長。
而在過去十年，前半的日子我們仍享受着無阻隔的宣教交流，內地事工日益興旺，不單有北上的短宣隊，也有南下的學習團，又重啟
緬甸短宣，為聖恩學校擴建，佈道探訪、訓練老師、堅固信徒。但後半的日子不單香港，就是內地、歐美、以至世界各地都起了令人意想
不到的劇變，而疫情更加劇了打擊，世界的流動幾乎停止了，停止沒有必要的聚會和接觸，竟在短短一年內成為常態，更遑論宣教！門關
了？
今天宣教的確面臨嚴峻的環境，但歷史告訴我們，這正是神出手的時候，特別在瘟疫這個課題上，聖經教導這些全都是在神的命定之
中，為的是向人發出強烈的信息——離開罪惡，回轉歸向神。在新中國建立初期，信徒只有三十多萬，之後還要經歷火一般的試煉，但其
後信徒不單沒有被消滅，據開發初期的統計顯示，信徒人數竟然達到千萬，不難想像魔鬼撒旦的震驚。反觀西方自稱是基督教國家的，卻
只是一個稱號，信徒數字竟然離未得之民不遠。歐洲很多教會因為沒有信徒，將堂址賣出，被改成清真寺、咖啡店、社區中心等，美加同
樣不能在校園傳講獨一的神，被多元共融影響，福音正面對嚴峻的挑戰。歷史告訴我們，問題、困難、苦難甚至逼迫都是生生不息、不斷
地、重覆地發生的，仇敵魔鬼目的是要消滅福音。然而，正如在加利利湖狂風中的門徒，所看見的是風高浪急，還是看見行在風浪上的主
耶穌？我們看到的是神的宣教？還是看見「宣教的神」？是的！神是宣教的神，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攔阻宣教的神。基督道成了肉身，成為
人子，親臨地上宣講：「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耶穌是天國的宣教士！
面對當前的景況，讓我們學習客西馬尼園的禱告。耶穌禱告：「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不要從我的意
思，只要從你的意思。（可 14:36）」在宣教的高潮，耶穌步向十字架之路——苦難中的苦難。耶穌面對苦難，他在禱告中宣告，「在神凡
事都有可能」，苦難不能攔阻救恩，苦難不能攔阻宣教；耶穌面對苦難，他呼求天父，因為他的血肉之軀確實承受不了，連耶穌也需要
「依靠阿爸天父」，更何況我們！最後也是我們最熟悉，常常如此的禱告——照天父的旨意行。耶穌在苦難中，決定「跟隨父神的旨
意」，定睛於天父。十字架不是死亡，而是戰勝死亡（罪的權勢）；十字架的意義是復活，是重生，是救贖，是永恆，是天國的福音。神
的旨意並不是叫人不理死活地去做宣教工作，神的旨意是成為宣教的主，賜予人生命的福音。面對今天的困境，讓我們有同樣的禱告，不
再被蒙騙，被轄制，不讓政治、經濟、瘟疫成為內心的偶像，佔據我們的生活和生命的全部，真實地相信唯有耶穌基督的福音才可以得着
生命。
由於篇幅所限，不能詳述，還是要提醒大家，其實南亞裔的需要並不是近期火災後才出現的，早在 97 後，英國徹離時已留下大批的啹
喀兵（Gurkha）和家眷；在垃圾站、地盤工地、路邊、公園都可以發現他們的身影。他們在正午的烈日下午餐，不是疫情下才出現的， 壓
根兒在過去每天都發生。香港很特別，幾乎世界各國的人都湧來這彈丸之地尋找機會，宣教機會近在咫尺。本來宣教應該是我們去傳，奇
妙的竟然是他們來！而火災和疫情一再提醒了我們！人們真正的需要是甚麼？神終極的心意是甚麼？正如 80 年代突破機構的名言：「 與
其咒詛黑暗， 不如燃燒自己 」。耶穌教導我們趁著白天趕快工作，與其惶恐於不能預期的未來，不如努力面向可以傳福音的天空。
最後，今年緬甸短宣隊雖然未能出發，但並沒有解散，我們繼續進行訓練，改變策略繼續本地宣教。計劃 12 月向各隊員的家人探訪佈
道，有家訪、飲茶、行山、釣魚等，最後邀請家人參加教會聖誕聚會。今年疫情突然嚴峻，實施二人限聚令，但短宣隊並無灰心，定睛於
宣教的主，我們還是會繼續實行短宣隊的計劃，直到完成任務，邀請各位代禱！2021 年短宣隊會在週三祈禱會分享，在此預先邀請大家留
意出席。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聯會快訊
創啟地區──小月宣教士（沙田堂）
記念小月申請新工場的簽證，求主開路。在等候過程中，
常以詩篇67篇記起宣教的初心。暫時能參與本地職場事工的團
隊、服侍職場的基督徒或接觸未信者。亦有機會接觸一個本地
跨文化的服侍，為巴國學生補習中文、數學，願這服侍讓小朋
友感到被關懷和接納，也願他們能開放心靈聽聞福音。

2021 年聯會職員會名單
主 席：戚旭南（粉嶺堂）
副主席：吳思鋒（暉明堂）
秘 書：吳素蘭（巴富街堂）
司 庫：高樹沛（粉嶺堂）

本聯會之臉書已建立，連結如下
https://www.facebook.com/Association.KPC

聯會會員堂宣教士代禱資料
柬埔寨──李慧敏宣教士（粉嶺堂）
1. 自 11 月開始收緊旅客入境的隔離措施，以致費用大額增
加，亦沒有直接航班往返，現在回港更加困難，願她的
父母安好，身體健康。
2. 她已參與當地教會的崇拜 1 年多了，並有很多的機會證
道及與幾位姊妹團契，求主帶領她的服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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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啟地區──晴風宣教士（沙田堂）
1. 記念晴風媽媽的身體健康，也記念她能早日認識耶穌。
2. 感恩晴風過去三個月的安息年假在港有美好的休息時
間，現是述職期，求主讓他在述職期內能在教會中有好
的分享和推動宣教的工作。求主預備更多有感動參與宣
教的弟兄姊妹參與事工，支持他的服侍。他祈望能於明
年1月底返回工場，請禱告記念他的經濟及身心靈需要。
望道號──陳凱欣準短期信徒宣教士（沙田堂）
她將於 2021 年 2 月初前往南非受訓 5 個月，之後約 7-8
月起參與「望道號」服侍一年。她被邀於本年 12 月 16 日
（三）下午 8 時 30 分在本會巴富街堂教會中心分享及為她
禱告。現改為網上直播。

巴富街堂
由於新冠肺炎確診數字不斷因應疫情之
最新發展，政府宣佈早前獲豁免之教會
聚會人數將會取消，故此：
1. 由 12 月 2 日起開始暫停本會實體崇拜及教會相關活動
（如祈禱會、主日學、小組）。改以網上直播方式進
行。
2. 由 12 月 7 日開始，如非必要，同工會留家工作，肢體
如需協助可致電相關同工。同工仍會以電話、電郵關
顧及牧養信眾。
上述安排會直至另行通告為止。

H2 O x 敬 拜 隊 合辦 ： 「 聖 誕 壞 人」
音樂佈道會
因受疫情控制措施限制，經考慮後原定 12 月 26 日於
巴富街禮堂舉行的「聖誕壞人」音樂佈道會將會改期進
行。敬請留意未來有關活動的新安排，期待再次與各肢
體和好友親朋相聚。

2021 年第一季成年級主日學
現已接受報名。
1. 吳志樂傳道： 從《使徒行傳析讀》，
重尋你的馬其頓呼聲……(上)
2. 梁樹強弟兄： 茶經班《歷代志下》
備註：兩班均以網上平台（Zoom）進行。
#為方便統籌，須預先報名。#
有關詳情及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agoxUAzfPRk84w237

牧區動態
少青牧區
1. 少青於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2 月的分題為「Be Light
@Home」。
2. 原定於 2021 年 1 月 2 日及 3 日的事奉人員嘉許禮，將
延至實體崇拜時舉行。
3. 主日學安排：
◼ 主日少崇高中組及大專組：【時代的重建——
以斯拉記 & 尼希米記】
◼ 主日少崇初中組：【一步一步學新約】

兒童牧區
1. 導師隔週按課程製作網上主日學
2. 同工隔週製作網上主日學
上帝與我同在、信心堅定的基甸、聖誕的意義
3. 導師年終感恩剪影
4. 網上團契剪影
躍動南區、不一樣的平安夜、屯赤隧道
5. 區牧家書
關懷兒童牧區過往的足跡、聖誕禮物禮尚往來、
年終感恩

117 期家訊現已出版
主題：主恩夠用。
歡迎肢體登入教會網頁閱覽電子版本：
https://www.kpc-main.org.hk/sharing

喪告
⚫ 林森弟兄（顧麗萍姊妹的丈夫）已於年 12 月 6 日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已於 12 月 26 日（六）中
午 12 時正於九龍紅磡萬國殯儀館地下孝思堂舉行。完
成後，靈柩隨即奉移鑽石山火葬場進行火葬禮。求主
安慰顧麗萍姊妹及其家人！
⚫ 葉容發弟兄（葉子敏姊妹的父親）於 2020 年 12 月 3
日（四）安息主懷。現定 12 月 28 日（一）於北角香
港殯儀館三樓 301 號房間設靈，晚上 8:00 舉行守靈祈
禱。翌日上午 10:00 舉行大殮及出殯禮。完成後靈柩移
往哥連臣角火葬場進行火葬禮。求主安慰葉子敏姊妹
及其家人！
⚫ 長青牧區彭周旺姊妹（彭美鳳姊妹之母親）於 2020 年
12 月 17 日（四）安息主懷。有關安息禮拜事宜籌備
中，容後奉告。求主安慰彭美鳳姊妹及其家人！
⚫ 高許友蘭姊妹於加拿大時間 12 月 18 日在加拿大安息
主懷。求主安慰高崢弟兄及其家人！

2021 年度值理互選結果
主席：陳俊傑
副主席兼牧養部部長：施 平
牧養部副部長兼崇拜部部長：陳國賢
牧養部副部長兼主日學部部長：葉淑芬
書記：吳素蘭
司庫：陸嘉慧
長青部部長：何仲廉
樂年部部長：盧志華
青成部部長：徐毅程
少青部部長：徐驁賢、龍世驄
兒童部部長：戴碧波
佈道部部長：楊國倫
差傳部部長：徐翊信
聖樂部部長：彭沛君
關顧部部長：譚偉強
教育部部長：劉國偉
文字資訊部部長：黃達強
多媒體事工部部長：曾顯敬
司數（兼任）：譚偉強
副司庫（兼任）：何仲廉
事務部部長（兼任）：曾顯敬

為教會守望

從迎候、紀念救主降生到委身基督屬靈操練
已於 12 月 24 日完成，感謝主，每日參加早禱會人
數平均超過 40 人。求主繼續帶領肢體有早禱習慣，每
天向主禱告，經歷主恩更多。

聖誕節崇拜
已於 2020 年 12 月 25 日（五）早上 10:00 網上直播。
講員為葉應霖博士（建道神學院聖經系助理教授），
講題為一個降生，兩個故事（經文：太二 1-2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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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年度財政預算為港幣11,844,580元代禱，求天父供
應所需，收支得以平衡。
⚫ 為2021年教會主題「傳承使命、直奔標竿」禱告，求
主帶領幫助，讓教會的使命承傳下去，向著標竿直
奔，成為神所喜悅的教會。
⚫ 教會主日轉為網上直播，求主帶領及保守肢體愛慕親
近上帝的心。
⚫ 為週六新崇拜H2O Worship能夠適切牧養肢體，在屬靈
的家中彼此建立。
⚫ 為職青牧養及福音工作禱告。
⚫ 為2021年度新一屆的值理團隊祈禱，求主帶領及保守
他們事奉的心志。
⚫ 為李寶珠姊妹和蔡凱琪姊妹神學院學習生活禱告，求
主加能賜力，保守她們的神學生活及實習事奉。
⚫ 為身體軟弱或因長期病患不便返教會的肢體祈禱，求
天父保守他們平安及健康，求聖靈賜喜樂為最佳良藥。
⚫ 為教會弟兄姊妹的家人健康禱告，保守各人在患病中
能經歷神的醫治，在彼此代禱中得享平安。

九龍五旬節會聯會佐敦堂
1. 鑒於政府由 12 月 2 日起取消宗教聚會豁免權，故教
會由當日起暫停所有實體聚會並改為網上視像，主
日崇拜在教會 12 樓以直播形式進行，並暫停開放聚
會及借用，直至另行通知。由 12 月起疫情期間聖餐
安排，凡已接受水禮又參加佐敦堂聖餐主日直播的
信徒，鼓勵信徒在家自備聖餐，或到教會 / 旺角
（分發點）領取聖餐套裝。
2. 栽培部 2020 年「將臨期」讀經計劃之「讀經紀錄
表」已上載教會網頁供兄姊下載。為鼓勵兄姊踴躍
參與，一同等候基督降生。凡完成者將稍後時間獲
贈禮物一份。
3. 教會周三祈禱會於 12 月 16 日（周三）晚上 8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透過 ZOOM 舉行主題「疫要祈盼」，
共 19 人參與，同心禱告親近主。
4. 本堂於 12 月 20 日（主日）上午 10 時以直播形式舉
行「聖誕福音主日」。邀請阮威儀牧師擔任講員，
主題為「他真是神的兒子」。
5. 12 月 27 日（主日）為本會感恩崇拜主日，崇拜以直
播形式進行設有感恩見證時段。見證分「短片」和
網上「文字版」。短片：在崇拜內播放；文字版見
證在收集及整理後，將以連結發出。

6. 今年平安夜教會預備了三款和諧粉彩聖誕信息插圖供
兄姊於平安夜以電郵或禮物郵寄方式傳送祝福，藉此
傳揚耶穌降生的喜訊。
7. 12 月 1 日至 31 日（周二至周六）期間，同工安排居
家工作或按需要返教會工作、約見或外出探訪，兄姊
仍可聯絡相關同工。
8. 【婚訊】張家輝弟兄與伍雪怡姊妹於 12 月 12 日（周
六）假長沙灣學基浸信會舉行婚禮，並透過網上直
播，共證婚盟。
代禱事項
1. 牧者、同工及值理團隊身心靈需要及各部明年事工計
劃。
2. 香港及全球疫情、各行各業、基督宗教聚會，以及社
區生活恢復。
3. 全港學校師生及家長、前線醫護人員、確診患者、隔
離人士及其家人。
4. 香港政府官員、議員及決策人士。
5. 身體軟弱肢體。

九龍五旬節會聯會暉明堂
1. 因應疫情及政府收緊宗教團體聚會豁免，由本月起
主日崇拜將暫停實體聚會，繼續以網上直播及錄播
進行。
2. 主日 J-Kids 兒童崇拜每週由同工發送親子崇拜的資
料，供家長在家使用。
3. 週三早晨祈禱會由本月起改以網路上舉行，時間上
午 9:00 至 10:30，內容包括：詩歌、查經「希伯來
書」、分享、代禱。參加者可透過組長「報名」，
加入相關群組，以便發放祈禱會連結。
4. 北區教會聯合聖誕事工之「北區暖意福音大行動」
（街頭佈道），各堂自選舉行日期及時間，本堂已
於本月 13 日舉行送贈防疫禮包街頭佈道，為教會附
近街坊送暖，當日有 35 位肢體組成 17 小隊出隊，
送出超過 150 份禮包，其完成福音佈道 50 多人。
5.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舉辦「家長教育課程」於本月 16
日上午 10:00–11:00 在網上舉行，主題：建立孩子
屬靈品格之憤怒管理，講員：黃佩華傳道；內容包
括詩歌分享、信息及帶領家長祈禱等。
6. 祈禱月會於本月 19 日在網路上舉行，是次目標為網
上聖誕佈道會潔淨禱告，同時領受異象及堵塞破
口，以五旬宗禱告方式舉行。
7. 聖誕佈道會「星光引路」於本 25 日網上直播舉行，
內容包括聖誕詩歌、一位去年 DSE 學生和一個有四
位孩子的家庭見證，李燕珊牧師信息，當日將送出
聖誕福音禮物 100 份給網上參與的新朋友。
8. 約書亞青少年地帶於本月 5、12、19 日於網上舉行
撒種聚會及聖誕佈道節慶，邀請新朋友加入網上聚
會，會後小組迎新派對，並招募聖誕佈道會陪談
員。
9. 青少年區現時每週以網路方式進行門徒訓練及各小
組。
10. 感恩見證主日於本月 27 日舉行，共 11 位肢體分享
今年感恩見證，述說主的恩典和大愛，其中 9 位肢
體拍攝短片於直播崇拜時播出，2 位同工於崇拜現
場見證，充滿感恩之情，榮耀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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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告： 棕樹組黃炳植伯伯（黃家慶弟兄父親）已於 11
月 17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已於 12 月 10 日晚
上於大圍寶福紀念館二樓寶淨堂舉行，翌日奉移
往大圍富山火葬場舉行火葬禮。
代禱事項
⚫ 為聖誕佈道會籌備工作祈禱，由實體改為網上，為節
目組需要構思更改祈禱，也為佈道部需要安排各肢體
邀約新朋友及學校家長於網上出席祈禱，為網上招募
會前籌備的事奉人員祈禱，更為見證肢體李思瑩姊妹
及李浩然家庭祈禱，也為李牧師的信息預備禱告，求
主使用是次聚會，成為祂賜福的途徑，將生命帶到耶
穌的福音裡，作撒種及收割的行動，也為形式轉變的
構思及籌備求主引導。
⚫ 為香港進入第四波疫情祈禱，現時各處都出現眾多不
明源頭的確診個案，保守各區確診大廈的居民，求主
保護大家，讓各人都常留意個人衛生，保持社交距
離，謹慎面對疫情，保持身心靈有正面和積極的生活
態度，更為抗疫中的醫護團隊長期受壓祈禱，也為政
府防疫決策禱告，求主賜下愛心和智慧，有效制定防
疫措施，更為受疫情影響工作的人士祈禱，求主保守
各人都懂得舒緩壓力。
⚫ 為現時學校以網上授課方式祈禱，求主保守家長們的
勞心協助，求主加力給長時間網上上堂的同學，保守
大家身心靈都有健康。
⚫ 為棕樹組廖莎姊妹手術後在家休息祈禱，求主拖帶她
漸漸康復，保守姊妹身心靈都有平安。
⚫ 為感恩見證主日分享的肢體祈禱，求主幫助他們各自
拍攝短片順利成功，並在當日技術安排順利，為主作
感恩見證，也感謝神的拖帶，在疫情逆境中的今年，
神有那麼多恩典隨著我們同在。

九龍五旬節會聯會沙田堂
1. 11 月 15 日祟拜後舉行本年度會友大會，及為來屆執事選
舉進行投票，於會議後進行職位互選，結果如下︰楊威明
弟兄（主席）、邱文俊弟兄（副主席兼教育部）、范慧琪
姊妹（司庫）、龍知姿姊妹（聯關部）、甄萱蔚姊妹（文
字部）、梁敬偉弟兄（崇拜部）、嚴家豪弟兄（培訓
部）、鄧詠欣姊妹（傳道部）、劉嘉頴弟兄（事奉部）及
謝錦輝牧師。
2. 11 月 29 日（主日）崇拜後約三十位弟兄姊妹與廿多位兒
童牧區孩童，為到威爾斯親王醫院報佳音錄製詩歌片段，
並已於 12 月將短片在醫院的各病房播放給各院友。
3. 12 月 22 日為林漢光中學中六生打氣的聚會之中六集氣音
樂會。屆時校長、老師和傳道都會為中六生打氣。本堂預
備了禮物（口罩套）盼能祝福應屆中六學生。
4. 本堂中一栽培班的導師與 30 位五旬節林漢光中學的同
學，於 12 月展開四堂學習讀聖經及培養禱告的方法態度，
並與沙田堂弟兄姊妹建立友誼，認識救主耶穌，一起成長。
5. 聖誕報佳音全新計劃：（1）SoulFriends 時間：12 月第一
個星期，目的：因應疫情關係，弟兄姊妹會收到電子版的
心意卡（Whatsapp/FB/IG），可於轉發時已加上祝福。口
罩套及祝福心意將於實體崇拜恢復後領取並送出給福音對
象。（2）SoulHealthy（因應疫情關係，工作坊日期延後
至新年期間）目的：以創意蝶古巴特聖誕禮物工作坊，邀
請弟兄姊妹及新朋友一同參與並進行關係佈道。內容：蝶
古巴特意思是將美麗圖案剪裁，運用特殊製作過程，拼

貼裝飾於家飾物品、傢俱、玻璃或布藝上，不需要手
繪，展現出創意設計的裝飾藝術。
6. 原定延期至 12 月 25 日（主日）舉行之第十一屆浸禮
暨沙田堂三十七年堂慶崇拜，因疫情關係將延期至明
年 2021 年 4 月 4 日復活節（日）上午 10:30 舉行。
代禱事項
⚫ 為參加教會延期於明年復活節第十一屆浸禮的弟兄姊
妹（勞志輝弟兄、余祉晴姊妹、林綽姮姊妹及黃柏浚
弟兄）禱告，求主堅固他們的信心。
⚫ 為本堂神學生鄧文恩姊妹於柬埔寨的宣教實習禱告，
願主使她能適應當地生活，求聖靈讓姊妹敏銳對象需
要，學習怎樣與當地人相處和溝通，特別是生活習慣
和衞生要求的不同。
⚫ 為陳凱欣姊妹的宣教體驗禱告，求主保守整個預備期
間的過程，讓體驗不受疫情所影響，並堅立她的心
志，使她在體驗過程中有得著。
⚫ 為宣教士晴風代禱：晴風的安息年已於 11 月 18 日 結
束，感恩這段日子讓晴風可以稍作休息，使他可以與
家人朋友可共聚。求主記念安息年結束後的事奉，求
主加力。
⚫ 為準宣教士小月代禱：為小月的未來計劃禱告，初步
計劃到泰北穆宣，現尋求合適的語言學校，盼開學時
間能於 2021 年春季，求主開路，預備一切所需文件。
⚫ 為聘請青少年牧區傳道及青少年牧養幹事禱告，求主
揀選滿有聖靈，堅守主道的牧者作群羊的帶領。

九龍五旬節會聯會粉嶺堂
1. 疫情近日再一次變得嚴峻，且有上升趨勢，政府日
前亦宣佈宗教聚會不獲豁免於限聚令。因此，本會
的實體崇拜聚會將從即日起暫停至另行通知，並改
以網上崇拜形式進行。

3. 少青及大專教會分別於 12 月 26 日下午 2:15 及下午
5:00 舉行《感恩崇拜》。肢體透過個人或小組的形式
來分享 2020 年的見證和感恩事項，一同數算上帝的恩
典，分享喜悅並將讚美、榮耀歸予天父。

2. 由於疫情緣故，12 月 24 日平安夜晚上將不會安排報
佳音活動，連同以往探訪的活動亦會取消，盼望在
疫情穩定過後，我們能再 次到社區與街坊交流 傾
談。

代禱事項
⚫ 為五旬節靳茂生及于良發小學的校長、師生、職員們
禱告。
⚫ 為李慧敏姊妹宣教的各項事宜禱告。

學校動態

五旬節中學
1. 祈禱會
本校已於 2020 年 11 月 18 日及 2020 年 11 月 25 日在
本校音樂室舉行老師祈禱會，為學校、同事和學生
禱告。
2. 家教會會員大會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 2020 年 11 月 28 日舉行網上第二
十二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當日約有 70 位嘉賓、
家長、老師及學生出席。並在大會上，一致通過第
二十一屆會員大會會議記錄、會務報告、財務報告
及通過委任義務核數員（馬倩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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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升中資訊講座
為加強區內小學老師、家長和同學對本校的認識，本
校已於 2020 年 12 月 5 日舉辦升中資訊講座，今年因
疫情緣故，實體的升中資訊講座改以網上直播的形式
舉行。當天除了介紹本校辦學理念及特色外，當中設
有答問時間，讓校長、老師、家長和學生互相分享及
交流，是次網上講座獲多位家長稱讚，感覺是一所有
愛的學校。
4. 學生榮譽
本校 6D 邱顯倫同學於 2020 年 11 月 14 日舉行的
ASICS 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錦標賽 1500 米以 4:27.39
（打破個人最佳時間）奪得亞軍。而 4D 王心怡同學
於疫情停課期間參與「太平盃學生徵文大賽」奪得優
異獎。

學校動態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1. 學與教
由於第四波疫情發展急轉直下，教育局宣布，自 12
月 2 日起取消面授課堂，但仍容許中六有實體課
堂。就 上述 指引 ，沙 田區 中學校 長進 行了 一次 交
流，當中頗多學校容讓中六學生回校上課，教師可
選擇在校或在家工作。經慎重考慮，我校也維持中
六面授課堂，請所有同事在校工作，因為從學生角
度，他們回校上課、測驗、操練最具效能。回顧這
三星期，疫情惡化，管理同工實在承受不少壓力，
但感恩靠著神的恩典，我們支撐到聖誕假期。
2. 抗疫
11 月中，教育局通知學校可以在 12 月初參加冠狀病
毒特定群組檢測計劃。為加強防疫，我們鼓勵教職
員積極參與。12 月 8 日收集樣本，我校共 30 多人參
與，反應不俗。另外，就疫情發展，我們舉行了一
次特別教職員會議，向同事詳細講解學校一旦有確
診個案的應變安排，以作更好準備。
3. 小學網上分享
12 月份亦是小六家長及學生繁忙的時候，因要開始
進行「自行分配學位階段」的選校抉擇。除了上月
網上開放日及小六學生網上參觀外，校長亦獲兩所
區內小學邀請，出席他們舉行的網上中學簡介會，
介紹我校學與教的特色及在此階段的家長須知。
4. 患病員生
早前分享過有一位老師及學生在病患中，前者已大
致康復，後者仍然要與病魔奮力作戰，請大家繼續
以禱告承托他們。
5. 聖誕崇拜
12 月是普天同慶、紀念救主基督降生的大日子。縱
然疫情嚴峻，我們仍會舉行網上聖誕崇拜，宗教處
同事更特地為他們製作了「中六學生 DSE 集氣音樂
會」，為他們打氣之餘，亦希望他們在剩下不多的
校園生活日子裡，留下美好回憶。

1. 2020 年 11 月 23 日（一）學校四年級其中一班有三
位同學連續四天出現上呼吸道感染病徵，衞生署建
議學校停課至少七天，學校得到校董會同意依從衞
生署建議停課，由 2020 年 11 月 24 日（二）開始小
四至小六停止面授課堂，改為在家網上學習。
2. 2020 年 12 月 1 日（二）學校仍未收到衞生署檢測
報告，因此繼續停止面授課堂。
3. 2020 年 12 月 2 日（三）學校依從教育局宣布全港
學校暫停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直至學校的聖誕假
期開始。學校透過 Teams 以半日制上課時間表與學
生進行網課，每課節縮減五分鐘讓學生稍作休息，
又刪減部份術科課時，盡量減少學生只專注電腦的
學習時間；又透過 Teams 發放教學材料及課業，讓
學生和家長可隨時溫習及備課。
4. 早前，學校收到教育局重點視學報告，報告總結指
出學校有效領導及統籌科組支援學生於停課期間持
續在家學習，並能照顧他們的身心靈健康。感謝
神！讓于小成為榮神益人的學校。
5. 2020 年 12 月 5 日（六）學校舉行小一至小五家長
日，班主任透過 Teams 與家長個別面談，讓家長了
解子女學習情況，透過家校合作，一同為學生的學
習和成長而努力。
6. 2020 年 12 月 11 日（五）學校請了田家炳中學陳雨
瀚校長主持升中面試技巧講座，透過 Teams 系統直
播，讓學生和家長更了解升中面試事宜。
7. 2020 年 12 月 19 日（六）學校舉行小六家長日，班
主任透過 Teams 與家長個別面談，讓家長了解子女
學習情況，並給予相關的升中選校資訊，家校同心
為學生升中作好準備及提供適切的支援。
8. 福音工作
（i）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一）至 2020 年 12 月 11
日（五）舉行宗教周「效法主愛」，透過早
會、週會短片及宗教課堂活動，以聖經真理
為基礎，鼓勵學生效法主愛，關心及愛護他
人。
（ii） 2020 年 12 月 16 日（三）舉行教師團契及祈
禱會，透過 Teams 一同唱詩、祈禱，在主的
愛裏互相扶持。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1. 因應疫情個案持續，本校於 12 月 19 日舉行網上家長
日，讓家長與老師商談子女的學習及行為表現。
2. 本年度「學與教博覽 2020」活動取消，本校改於 12
月 11 日在校進行教師專業發展日，與教師們共同檢
討本周期的關注事項。
3. 校友會之會務及財務報告於 12 月 19 日以電郵方式向
校友發放，第七屆校友會幹事選舉及第十屆校友校
董選舉亦會以電郵的方式向校友發放候選人名單及
通過選舉。
4. 本校邀請九龍五旬節會粉嶺堂同工於 12 月 23 日聯合
舉辦網上聖誕崇拜，活動內容包括祈禱、唱聖誕詩
歌、聖誕節耶穌故事問答環節、老師信仰分享或見
證等等，培養學生建立基督教信仰的興趣及對真理
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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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2020 年 12 月 22 日（二）舉行聖誕節崇拜，
學校邀請暉明堂李燕珊牧師分享訊息及老師
帶領詩歌崇拜，讓學生在普天同慶的日子認
識主的大愛及一起享受主所賜的喜樂和平
安。
9. 家長教育
（i） 2020 年 12 月 3 日（四）本校言語治療師葉
詠欣姑娘主持家長講座，透過網上實時方式
分享「如何提升子女敍述能力」訊息，為家
長提供更多技巧，幫助子女提高組織及口語
表達能力。
（ii） 2020 年 12 月 16 日（三）舉辦網上實時方式
的家長課程，由暉明堂黃佩華傳道分享「建
立孩子屬靈品格」訊息。
10. 2020 年 12 月 23 日（三）至 2021 年 1 月 1 日（五）
為本校聖誕及新年假期，謹祝各人聖誕快樂，新年
蒙福。

差傳快訊
緬甸北部臘戌聖恩學校
李添富校長 12 月來函

差傳祈禱會

致香港五旬節會長執、牧者及弟兄姐妹：大家
平安 ！
感謝讚美主的恩手帶領，聖恩學校自開辦至
今，已滿二十個年頭，一直以來承蒙 貴教會的代
禱與資助，聖恩學校始終秉持著愛主、愛靈魂的
心，以學校作為福音的橋樑，不負創辦者初心完成
神愛世人，並拯救罪人的大使命，向學生傳揚福
音。
聖恩學校除大型建築比較耗資金以外，一般情
況都是以學養學，才有部分積存，作為建築基金
用，（原本打算蓋一棟兩層樓的辦公室，包括大禮
堂，還有外派教師及教師宿舍等）。但今年突然遇
到新冠疫情嚴重影響，所積存建築基金已被動用，
所剩無幾。（自今年三月中旬開始，為響應國家頒
佈預防新冠肺炎擴散政策，學校停學、停課以外，
教師薪金是照常發放的，自九月份開始才上網課，
但 網 課 收 入 遠 遠 不 敷 支 出 。 ） 大 概 只 能 維 持 到 2021
年八月份，為此，特向 貴教會陳述，並請代禱，
讓聖恩學校能渡過這一難關。也謝謝 貴教會一直
以來 的 協助 與 支持 ！ 特此 呈上 。
臘戌聖恩學校
李添富校長
2020 年 12 月 10 日

地址
香港威克理夫
聖經翻譯會
本會辦事處（旺角運動場道
21-27 號運泰大廈 2Ａ、
近太子港鐵站Ａ出口）

日期

時間

2021 年
1 月 4 日（一）
（每月
第一周一）

7:30pm

查詢：28560463
世界福音動員會
九龍深水埗北河街
165- 167 號大利樓 11 樓
（深水埗港鐵站 B2 出口）

2020 年
12 月 28 日（一） 7:30 pm
（每月
∣
最後的周一）
9:00pm
（聖誕假期暫停）

網上祈禱會
香港浸信會差會
九龍塘聯合道 320 號
建新中心一樓

以色列福音差會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25 號
長利商業大廈 11 樓 1101 室
（差會辦事處）

2021 年
1 月 7 日（四）
（冬季）

7:30pm

2021 年
2 月 9 日（二）
（逢雙月
第二周二）

7:30pm
∣
9:00pm

2021 年
1 月 28 日（四）
（每月
第四周四）

7:45pm
∣
8:45pm

2021 年
1 月 12 日（二）
（逢單月
第二周二）

7:30pm
∣
9:30pm

2021 年
2 月 16 日（二）
（逢雙月
第三周二）

8:15pm
∣
9:00pm

中華福音使命團

遠東廣播
Sooo Far Sooo Good
唱過年感恩會

中福團辦事處
（港鐵茘枝角站 B1 出口）
九龍長沙灣瓊林街 111 號
擎天廣場 12 字樓 B 室

Soooradio 聯同 30 個音樂及演出單位，於 12 月 31 日
下午 4 時開始，接力呈獻最美的詩歌與音樂，與香港市
民以感恩送走充滿挑戰的 2020 年，並以盼望的心一同迎
接 2021 年的到臨。

選民事工差會
彩虹喜樂福音堂
新蒲崗大有街 3 號
萬迪廣場

日期時間：2020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4 時～
2021 年 1 月 1 日凌晨 1 時

8 樓 F,G 室
（鑽石山鐵路站 A2 出口）

誠意推介：
※ 鄭子誠先生向 12 個不同抗疫防疫單位致謝
※ 9 小時接力詩歌及音樂演出
※ Soooradio 眾主持人的感恩與盼望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聯會辦事處
香港九龍長沙灣青山道
128 號威利商業大廈 11 樓
網上祈禱會-CISCO Webex

播出頻道：
※ Soooradio Facebook - www.facebook.com/soooradio
※ Soooradio Youtube - www.youtube.com/sooo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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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快訊
差傳代禱事項
宣教同工消息：
英國──彭大明、彭黎燕芬
1. 在疫情下，大仔焯謙、二子焯信在港生活及工作安定。
2. 小兒子焯穎於九月開始在一所中學為人師表。
3. 為我們籌劃「東宣」2021 年主日講道內容及整年行事曆
禱告
4. 為我們的靈性與體力禱告。

英國──岑偉農、岑阮幗雄
1. 轉眼間在宣教路上 32 年了，實在很快，明年 2021 年，岑
牧師踏上 65 歲，也是「法定」的退休年齡；事實上，主
若願意，我們仍想繼續走事主蒙福之路。
2. 感謝支持我們 32 年的教會，願主大大賜福與這些教會，
好叫福音更加廣傳，使多人蒙恩。
3. 以太和以仁已經獨立了。以太有兩個孩子；以仁仍是單
身，他們都有穩定的職業和教會生活。求神保守他們工作
穩定。

英國──羅慶偉、羅林尹芝
1. 求主幫助銘謙、銘信在新學校能遇上好老師、好同學，多倚
靠主。
2. 哥哥是六年級，將渡過他最後四星期的小學生涯，求主祝福
他，也保護他和其他老師同學不被感染。

美國──建橋者--巴桑卓瑪
1. 建橋者在波士頓中國城社區機構眾多競爭激烈的環境裏已經
生存和發展了差不多 30 年，祈禱求神祝福建橋者，特別是巴
桑卓瑪博士，讓他們在能力建立，項目拓展，員工建立，外
展事工以及與教會和機構的聯絡等領域有所更新和突破。
2. 為建橋者的董事、同工、合作伙伴和志願者代禱，讓他們共
同經歷和見證上帝豐盛的恩典、大能的作為和榮耀。
3. 他們祈禱並相信上帝對他們社區的計劃，他們將活出他們的
信仰，並繼續在他們的國家和社區的任何困難時刻成為上帝
的見證人。
4. 建橋者當前受到新冠肺炎的極大影響：我們沒有停止工作。
取而代之，我們迫切祈禱，堅守信念，迅速作出調整，採取
遠程工作和轉移兒童項目到網上進行。
5. 祈求全能的上帝賜您和您的家人平安、盼望和得著神的護
祐！我們期待著明年是一個蒙福而富有成果的一年，成為我
們上帝的見證，並為家庭和社區帶來祝福。

東非地區──莫先生夫婦
莫先生夫婦原定於今年底至明年初回港述職，但因疫情
仍然嚴峻，他們決定將回港期暫時延至明年四月或五月，請
記念他們的決定和安排。他們現時的翻譯工作十分忙碌，請
記念他們的事奉。

4. 為發亮之家福音外展事工禱告，他們常到山上服事，需
要購買一輛四輪轉動的越野車。
5. 為蒙約教會，準備明年建堂，約需美金六萬元代禱，現
正建築圍牆。
6. 為計劃中需建圖書館、同工宿舍所需經費禱告。
7. 請記念籃球場的興建工程，以上4至7項因受疫情影響，
暫時擱置。
8. 以琳緬語教會於8月已有肢體奉獻買了地皮，現正興建
一個廚房，請記念。

緬甸──晏發朕牧師
1. 祈求神保守宅在家裡和出門在外不能回來的弟兄姐妹們身心
靈健康平安！每日經歷我主的豐富恩典。
2. 在這隔離階段裡，沒工作沒收入的日子裡，求神堅固他們的
信心！全心仰賴創始成終的主每日的供應。
3. 當解封之後，求神為他們預備工作，使他們早日恢復日常生
活！走出去，做主的美好見證人。
4. 請為神學院的開學禱告，求神保守眷顧老師們、學生們的
心，使他們專心預備等候政府解封的日子，並且能平安順利
的開學。
5. 因疫情的緣故，神學院將會面臨經費的壓力，求神加恩加
力，陪我們來走過這艱苦的日子，但願一切榮耀都歸給祂！
6. 請為我們新學年新生入學禱告！因疫情之故，不知道還有多
少新生能順利的來報到，祈求神保守堅固他們的心不變！
7. 今年有三位老師離開另奔前程！求神保守留下的老師們不受
影響，在新學年裡可以專心的教導與服侍。
8. 請為我們需要有神學教育使命的老師投入我們當中禱告，求
神為我們預備安排帶領來到我們當中！
9. 請為我們儲備師資的需要禱告，我們需要儲備基金來幫助老
師進修提升！
10. 請為我們新榮美學生中心30位小朋友禱告，他們都是一群來
自貧困家庭的孩子，他們當中有已獻身要服侍神的孩子，有
因戰亂而無家可歸孩子，有貧苦生活無奈而不認識神的孩
子，求神幫助他們完成所願，實現他們順服神的人生，並有
個溫暖安定的環境，好好學習長進，在其中認識神，經歷
神，信靠神，歸向神，跟隨神！

緬甸臘戌聖恩學校──李添富校長
1. 請為校長、副校長、校董、師生的身心靈禱告。
2. 請為臘戌教會給予他們的關顧工作禱告，如師生的信主、家
庭需要等。
3. 求神讓學生們能在學習尋找畢業方向的同時，能相信主耶穌
作他們救主。祈求神為他們預備能牧養的傳道及老師。
4. 請為本會與聖恩學校在福音事工上的伙伴關係禱告，原是今
年5月31日至6月7日舉辦的緬甸短宣體驗在疫情影響下，會
延至明年5月31日至6月7日舉行，原先計劃在本年十二月探
訪短宣隊的未信家人，請禱告記念。
5. 為他們所需經費禱告，求主帶領。

緬甸──杜美華牧師
1. 請為發亮之家、恩典之家、蒙約教會、怒江基督教會、
以琳緬語教會、錫安教會及門徒訓練中心禱告。
2. 為發亮之家及恩典之家禱告。求天父讓一班小朋友能在
基督的愛中成長，神學生能接受栽培、預備心志作主的
工人。
3. 為杜牧師禱告，求神加力帶領，讓她奔跑不疲乏，身心
靈健壯，亦求神賜下合神心意的接班人，擬於2021年按立
兩位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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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河源市、清遠市
1. 在現今疫情影響下，所有聚會都要暫停，請在禱告中記
念他們。
2. 特別求神記念各堂的牧者、傳道同工在這時期有主的保
守和帶領。
3. 興起每一位信徒家庭，特別是作為弟兄的一家之主能築
起家庭祭壇來同心仰望主。

為普世代禱
⚫ 2020/21 年度差傳信心認獻目標為港幣 589,000 元。截
至 30/11/2020 收信心認獻表 3 張，認獻金額為港幣
14,600 元，實收奉獻為港幣 317,663 元。請為宣教經
費奉獻禱告，讓天國的福音得以繼續開展，更多人認
識耶穌，並得蒙救贖。

6/2020－5/2021
差傳獻金收支一覽表
(截至 30/11/20 為止)
HK$
信心認獻目標

HK$

589,000.00

⚫ 為本會所支持之宣教士：莫曹家庭、晴風宣教士、
小月宣教士、彭大明牧師、岑偉農牧師、羅慶偉牧
師、李慧敏宣教士、晏發朕牧師、杜美華牧師、建橋
者執行主任巴桑卓瑪博士之身心靈及事奉禱告。

認獻金額(3 張信心認獻表)

⚫ 為本會清遠及河源事工代禱，並請記念黎世鳳牧師、
黎翠嬋傳道、陳海霞牧師、葉敬蘭傳道、林樂慈牧
師、楊美珍長老、朱政婷傳道、何惠樞傳道、曹玉妹
傳道及各堂委的身心靈。

總收入(至 30/11/20 止)

317,663.00

減：總支出(至 30/11/20 止)

491,498.10

結存／（結欠）

(173,835.10)

⚫ 記念本會神學生李寶珠姊妹和蔡凱琪姊妹於神學院的
學習，請為她們事奉的心志和前路代禱。
⚫ 伊斯蘭已成為英國第二大宗教，穆斯林達 312 萬，佔
人口 4.8%，並且不斷增長，清真寺超過 1000 間，不
少由基督教堂改建。為英國的教會及基督徒復興祈
禱！讓他們能有信仰的熱誠和盼望，見證和傳揚福
音。（摘自英國每日郵報）

同工手記

14,600.00

差傳獻金奉獻(至 30/11/20 止)

317,663.00

差傳獻金利息(至 30/11/20 止)

0.00

加：上年差傳獻金結餘(31/5/20)

680,623.53

差傳獻金總結餘(至 30/11/20 止)

507,788.43

葉正康弟兄

「望上天空，多謝天父！」
感謝神，時間過得很快，轉眼之間已是十二
月，二零二零年將過，靜下回顧，不論在大小事情
上，滿是主的帶領和恩典。
感謝神，年初之時，因受疫情控制措施限制，
教會崇拜需要進行直播，值理們迅速的反應和安
排，很快便購置到合宜的直播器材。因突然的直播
需求增加，有部分直播器材更一度全港缺貨多月，
能在缺貨前購得，感謝天父的供應。
感謝神，或許有時科技可能使人與人之間的距
離變遠，但有時亦可透過科技帶來的便利，拉近了
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透過網絡，即使身處不同地
方，只要我們同心，都可不受時間空間限制，一起
敬拜和聽神的道。當然網上崇拜不可完全取代到實
體崇拜，能與弟兄姊妹直接的交通，實是美好 ！經
過一段未能實體崇拜的日子，會更加期待及珍惜每
一次可以參加實體崇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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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因疫情影響，今年學校有許多日子需
停課，女兒停課在家，對父母均需外出工作，本是
煩惱，但教會為同工健康著想，減少外出，部份日
子可留在家工作。而我星期六日需返教會的日子，
亦配合到太太的假期，感謝天父的安排。
感謝神，在教會日常工作中，有機會接觸不少
影音的器材或相關知識，這些都成了我的興趣。這
些在日常生活中用處可能不大，但對於近期女兒需
在家中上網課，這些器材或知識令我輕鬆地成為她
的「技術支援」呢！
求神讓我們常存感恩的心，時刻曉得
「望上天空，多謝天父！」

（葉弟兄為本會文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