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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路上，「橋」與「牆」的隨想 

鍾昌明宣教士 

小時候住在鄉村，有不少獨木橋。我喜歡在獨木橋上釣釣魚，吹

吹風，看水裡成群結隊的小魚兒，游來游去尋覓食物。紅色、彩色衣裳

小蜻蜓，在河岸邊自由自在飛翔，不時來一招「蜻蜓點水」泛起層層漣

漪。遠處又有不少蜜蜂殷勤採花蜜，蝴蝶在花叢間翩翩起舞。鄉間的獨

木橋，讓我有踏實的感覺，是心可享安歇之處。 

圍困心牆裡的孤寂歲月 

小時候的我，心裡有一道好大的牆。這一道圍牆是我爸爸給我築

的。從小，姐姐是爸爸的心肝寶貝，而我只是爸爸眼中多餘的孩子。十

歲那年，愛我的媽媽坐大輪船出海，船在狂風暴雨之中沉沒。媽媽驟然

離世帶走了我僅有的愛。我把自己深深關進四道圍牆裡，夜闌人靜想起

爸爸就心痛難過。十六歲自殺獲救之後，在漫長的歲月裡，神無條件的

愛慢慢撫慰我心中孤寂。我去神學院進修道學碩士時，有一位教授說他

幼時在孤兒院長大。我心裡嘀咕：「你比我有福氣，至少在孤兒院有老

師和其他小朋友嘛！」赫然聽見圍牆裡的心聲，發現自己是個從小被拋

棄在「心靈孤兒院」的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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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雖想愛爸爸，但又難以跨越這道圍牆。曾為了爸爸的救恩流

淚禱告，也千方百計用不同方式傳福音：與他分享一些真實震撼人心的

信主見證，勤寫家書附帶幾張福音單張……他說：「如果耶穌可以給我
飯吃，我就不用做工天天在禮拜堂裡。你信耶穌不要太沉迷。」要他相

信接受主耶穌，彷彿是個遙遙無期的奢想。我多次掉入灰心深谷，多次

跪在主耶穌前祈求，如此歷經十年光陰。猶記得那一天，牧師為跪在教

堂十字架前的爸爸施行洗禮時，氤氳在我眼眶的眼淚終於悄悄流下來。

「爸爸，我只是一個主耶穌的僕人，肩負傳福音使命。我沒有什麼可以

給您，我把主給我最寶貴的永生之道帶給您。這就是我對您的愛。」 

走出心牆，開始建橋的宣教日子 

驀然回首，如今我明白神的愛和恩典超越了我的軟弱。在宣教路

上我只不過是一個「受傷的醫治者」。因為受過傷，所以明白體會人間

道路的孤單和冷漠。神幫助我跨越心裡的那道牆走向外面的世界，傳福

音給未得之民。 

我在宣教生涯裡最深刻的一個反省是，人與人之間最大的距離，

不是生與死的距離，而是心與心的距離。宣教士與宣教士之間，宣教士

與未得群體之間，需要的是一道「天橋」。異國文化的衝擊，宣教士的

內向性格，或是原生家庭留下還未突破的心理障礙，極容易給自己蓋起

一道磚牆將己關閉在內。宣教士要從「自我中心」學向「以神為中心」，

關懷他人靈魂得救代替自憐，熱忱代替封閉，走出自己的圍牆使萬民作

主的門徒。 

我常被聖靈提醒不要忘記在異國「造橋」傳福音的機會。雖有時

造的是樸實無華的獨木橋，有時剛建立起的友誼又因搬遷而中斷……偶
有灰心，但也多次被聖靈提醒不要放棄，再出去尋找新對象，繼續用心

「造橋」。當我與新朋友建立的友誼一天天茁壯了，就有分享福音的良

機。聽聽他們的故事，說說我的故事，也講神的事，實行友誼佈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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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的異國、群體之中領人歸主不容易，友誼佈道這一條宣教路卻是

充滿意義和喜樂。 

建橋莫忘使命 

使徒行傳六章記載了初期教會在宣教地域上的擴張，信徒超越了

猶太教範圍。「……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
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但我們要專心以祈

禱，傳道為事。」（徒 6:1-4）使徒與教會選擇了七位有好名聲，被聖靈
充滿，智慧充足的信徒領袖來管理行政分擔事務，使徒則專心祈禱和傳

福音，培育門徒。初期教會闡明使徒與牧者最重要的兩件事：祈禱與傳

道。專心祈禱、傳道亦是 21世紀被差遣去宣教工場帶職與全職宣教士
的最基礎的宣教使命（太 28:19-20，徒 1:8）。 

曾認識一位來自元因基金會的異國牧者，非常忙碌於社會服務。

有一次我隨她去拜訪孤兒院並協助翻譯。最初我以為訪宣隊必是基督徒

成員，但這由十多位年輕人組成的隊伍，只有兩位是基督徒。詢問之下，

牧師說明由來。這由基督徒成立的基金會藉著扶貧接觸許多非信徒的團

隊，和「未得之民」群體，但沒有傳福音的計劃和安排。他們認為基金

會就是基金會，傳福音就是傳福音，兩者不能有干係。當日在回程的路

上，我抓住機會向其中兩位年輕人傳福音。 

我重新思考，以社會服務在異國作跨文化宣教者的最終目標和使

命是什麼？社會服務是一個傳福音的橋樑，但終究不是耶穌基督的福音

本身，只有基督才有寶貴的永生之道。在一些只能透過商業、教育、農

業、醫療途徑進入，抗拒福音的創啟地區，社會服務與傳福音是否應該

雙管齊下又相輔相成？ 

若一位宣教士受差會與教會祝福差遣，千山萬水到另一個國土作

跨文化宣教，他們所作的社會服務（教育、扶貧、孤兒院、盲人院等）



 

或許很成功，但沒有把所接觸的外邦人帶到主耶穌面前，被幫助的人沒

聽見和接受福音，靈魂最終仍走向滅亡。這可否演繹為：「我愛窮人，

卻沒有愛他的靈魂呢？」若果真如此，宣教士到異國拓展神國度的意義

何在？《把握時機 Kairos》一書這麼說：「如果單單照顧貧困窮人和需
要的人，卻是漠視他們靈魂永恆的處境，大誡命還能是愛的真實表達嗎？

同樣的，當人的生活需求被忽視，大使命的行動還能真正地彰顯神愛世

人嗎？」神的僕人，全職宣教士或帶職宣教士，總有一個不可忘記的使

命，去造橋為莊稼的主尋覓迷路的羊。宣教的目標是「使萬民作主門徒」，

但今天許多神的僕人注意力被次要的任務或忙碌牽絆，對福音使命存留

一顆疲憊的心，忘了最初踏入宣教路所擁抱的異象和終極的福音使命目

標。 

我非常贊同 Stephen Neill給宣教下一個很好的定義：「宣教是為了
傳揚福音而主動地在語言和行動上跨越教會和非教會之間的障礙。」宣

教士無論崗位工作中多麼忙碌，總要學習聆聽主在心中的個別感動，順

服，主動離開四道圍牆去傳福音給在救恩門外的群體。 

保羅說：「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我傳福音原沒有可
誇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我若甘心作這事

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保羅以莊稼的主的心為

心，看重神的事為大，他總是尋找機會完成主的大使命。今天全世界總

人口已經達約 75億，尚有 20多億未聽聞福音的群體在救恩門外。向未
聽聞福音之地傳福音，是保羅的異象和志向。這也是迫切性的使命。 

啟示錄 22:12寫到：「看哪，我必快來！……」是的，主耶穌啊，
我願袮來！願宣教子民殷勤建築福音橋，將福音的好消息傳遍給天下的

萬族萬民。這是永恆的宣教事業，期盼萬族萬民俯伏敬拜萬王之王，那

榮耀一幕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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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堂鄭瑞邦傳道》 

性格：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

好時節。 

運動：足球狂熱份子，十四歲做龍門，廿

歲做後衛，三十歲做中場，現在過了四十

正式開始前鋒的生涯，目標是入場就要入

波，要享受當中的每一刻，最大的快樂來

自救出近距離的射門，來自合作無間的隊

友，來自狠辣無比的直綫，來自侵略如火的盤球，來自千鈞一髮的射門。 

閱讀：自小就喜歡涉獵不同題材的書本，當中尤愛歷史。中學開始迷上

中國歷史，著迷當中的英雄人物如張巡、于謙、文天祥等。及至大學，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接觸了十字軍東征的故事，就開始迷上了西史，然

後開始漸次去了解自古希臘時代開始歐洲史中的各國，其中特別喜愛羅

馬帝國的興衰史。年紀漸長，開始明白如果只讀歐洲史及中國歷史，但

不去涉足近東史、伊斯蘭史及游牧民族史，就難以對過去 3000年世界
的互動及演變有相對全面的認識。將來退休，是夢想能夠將過去 3000
年的戰史仔細研究。 

家庭：成家立室 12年，有兩子一女，有一位與自己同心同行，彼此配
搭，一同敬愛上帝的好老婆。 

信仰：成長於青衣平安福音堂，道學碩士就讀於播道神學院，個人偏好

聖經經卷研究，當中尤愛四書五經(四福音書、摩西五經)，但在讀神學

途中最大的得著卻是來自輔導科，因為它打開了一個過往我不曾接觸，

不曾思考的世界。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是宇宙中同理心最高層次的展現，

也為父神與人，人與人的復和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格言：上行 上上主之言  活祭 活活人之地  



 

消息及代禱 

 

1. 感謝神保守聯堂 56周年感恩會順利完成！若肢體因事未能出席，請
在堂會取回感恩年刊。 

2. 由聯堂「差傳事工小組」舉辦的第 130屆《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
將於二月開始，共有來自 9間堂會的 27位教牧及肢體參加，9/2(日)
下午 3:00於紅磡堂開始第 1課，請記念各人在主裡的學習，能成為各
堂會在開展差傳事工上的裨益。 

3. 本年度的浸禮申請期將於 1/3開始，截止日期為 19/4，請有意肢體留
意。 

4. 本年的會員大會定於 1/3(日)下午 4:00假沙田堂舉行，請各堂長執預
留時間出席。 

5. 第二屆「Mission Incredibles天國特工隊」日營將於 10-11/4(五、六)
舉行，鼓勵各堂有關肢體留意及報名參加，詳情如下： 
 主辦：香港短宣中心 
 協辦：平安福音堂、沐恩浸信會、長城教育基金會及本教會 
 目的：凝聚基督化家庭、深化溝通；燃點佈道心志；幫助信二代

清楚得救；培育他們有傳福音的使命。 
 日程：早上 9:00 - 下午 5:00 
 地點：沙田平安福音堂(沙田瀝源街七號沙田娛樂城一樓 B) 
 對象：以家庭為單位(其中一位家長為基督徒，攜同小五至中二

子女出席[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均可]) 
 內容：親子崇拜、快閃行動、非一般體驗、非常任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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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神保守聯堂 56周年感恩會順利完成！若肢體因事未能出席，請
在堂會取回感恩年刊。 

2. 由聯堂「差傳事工小組」舉辦的第 130屆《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
將於二月開始，共有來自 9間堂會的 27位教牧及肢體參加，9/2(日)
下午 3:00於紅磡堂開始第 1課，請記念各人在主裡的學習，能成為各
堂會在開展差傳事工上的裨益。 

3. 本年度的浸禮申請期將於 1/3開始，截止日期為 19/4，請有意肢體留
意。 

4. 本年的會員大會定於 1/3(日)下午 4:00假沙田堂舉行，請各堂長執預
留時間出席。 

5. 第二屆「Mission Incredibles天國特工隊」日營將於 10-11/4(五、六)
舉行，鼓勵各堂有關肢體留意及報名參加，詳情如下： 
 主辦：香港短宣中心 
 協辦：平安福音堂、沐恩浸信會、長城教育基金會及本教會 
 目的：凝聚基督化家庭、深化溝通；燃點佈道心志；幫助信二代

清楚得救；培育他們有傳福音的使命。 
 日程：早上 9:00 - 下午 5:00 
 地點：沙田平安福音堂(沙田瀝源街七號沙田娛樂城一樓 B) 
 對象：以家庭為單位(其中一位家長為基督徒，攜同小五至中二

子女出席[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均可]) 
 內容：親子崇拜、快閃行動、非一般體驗、非常任務等。 

 

 費用：每位$200(包括：材料、佈道工具、行政費及保險，但不
包膳食) 

 優惠：早鳥優惠每位$160(於 10/3(二)或之前報名獲八折) 
 截止日期：31/3(二) 
 名額：40-60個家庭(人數 150人，額滿即止) 

6. 感謝神為石硤尾堂預備多一位福音幹事—顏佩珊姊妹，姊妹將於 21/2
上任，請記念姊妹的適應和服事。 

  



 

消息及代禱 

1. 2-4月有信徒造就及哥林多前書主日學。 
2. 9/2(日)崇拜內有主內同分享時間。 
3. 16/2(日)崇拜內有差傳祈禱會，主領：年輕人宣教士伉儷。 
4. 16/2(日)1:00-2:30pm有同行同分聯誼活動(一同午膳及相交活動)。 
5. 以撒團契陳銘康弟兄與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杜慧妍姊妹定於 2/2(日) 

3:00pm假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舉行婚禮，求主賜福他們的婚姻。 
 

一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

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89 -- 166 27 -- -- 

團契

聚會 
長青 大衛 安得烈 以西結 以撒 腓利 所羅門 GIFTeam 和散那 拿細耳 利百加 

26 9 16 11 12 6 7 5 12 4 26 

二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2/2 許桂華姑娘 梁衛存 吳卓怡 韓志雄、羅慧嬋、曹政怡

9/2 周焯雄先生 鍾浩鳴 鄧思恆 陸天龍、郭笑珍、吳鳳鳴

16/2 蔡靜儀姑娘 余耀忠 余詩敏 鄭偉達、陳麗華、伍麗文

23/2 鄭嘉慧姑娘 袁容滿 吳卓怡 鄧偉光、陸景芬、陳詠怡

 
 



 

消息及代禱 

1. 2-4月有信徒造就及哥林多前書主日學。 
2. 9/2(日)崇拜內有主內同分享時間。 
3. 16/2(日)崇拜內有差傳祈禱會，主領：年輕人宣教士伉儷。 
4. 16/2(日)1:00-2:30pm有同行同分聯誼活動(一同午膳及相交活動)。 
5. 以撒團契陳銘康弟兄與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杜慧妍姊妹定於 2/2(日) 

3:00pm假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舉行婚禮，求主賜福他們的婚姻。 
 

一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

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89 -- 166 27 -- -- 

團契

聚會 
長青 大衛 安得烈 以西結 以撒 腓利 所羅門 GIFTeam 和散那 拿細耳 利百加 

26 9 16 11 12 6 7 5 12 4 26 

二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2/2 許桂華姑娘 梁衛存 吳卓怡 韓志雄、羅慧嬋、曹政怡

9/2 周焯雄先生 鍾浩鳴 鄧思恆 陸天龍、郭笑珍、吳鳳鳴

16/2 蔡靜儀姑娘 余耀忠 余詩敏 鄭偉達、陳麗華、伍麗文

23/2 鄭嘉慧姑娘 袁容滿 吳卓怡 鄧偉光、陸景芬、陳詠怡

 
 

 

 

 

 

 

消息及代禱 

1. 2/2月禱會後「青苗」第二期簡介會，請所有功輔與活動導師出席。 

2. 23/2為相交主日，下午有盆菜宴與聯誼活動，請儘快報名。 

3. 本月兩次月禱會分別於 2/2和 16/2舉行，請出席祈禱托著天國事
工。 

4. 非拉鐵非團契於 9/2(日)下午 2:00-3:00有「自我發現與成長」講座，
第一堂由黃天逸牧師講解，歡迎其他團契出席。 

5. 李逸榮弟兄於本年加入長執會作同工，求神祝福他的事奉。 

6. 香港神學院神學生鄺健滔先生於 2-6月在本堂實習，求神祝福他的
事奉。 

一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49 40 85 17 40 -- 

團契聚會 
以便以謝 非拉鐵非 保羅 以利沙 伯利恆小組 提摩太小組 週三查經 

-- 25 5 16 5 -- 7 

二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2/2 蔡寶絲姑娘 高永健 謝秀琼 李泰生、許冬蘭

9/2 林慶榮長老 麥嘉俊 黃秀娟 徐芝群、林本榮、曾婷婷

16/2 劉麗梅姑娘 盧家杰 黎可欣 黃麗芳、劉冠華

23/2 曾麗珊姑娘 陳建良 康慧敏 黃國明、賀永堅



 

消息及代禱

1. 今年堂會第一個福音主日將於 2月 9日舉行，主題：福滿連年，講
員：鄔添松傳道；當日主日學暫停，早上 10:00歡迎參與派發福音
單張。願神在人心動工，不論是弟兄姊妹的參與、福音朋友心田歸

主的預備、邀請的工作和守望禱告的事奉，願人都在神眼前蒙恩。 

2. 今季主日學課程：「共創未來」，由洪錦吉執事和馮炳林執事負責。

記念教師的預備及肢體的參加與互動，願更多肢體的生命得造就。 

3. 堂會於上月已開展新事工—Awana小學組：火花營及見習真理奇兵
隊（2020年 1至 12月），每逢主日上午舉行，對象為初小及高小學
生。感謝神，已有十多位兒童參加。願神賜福使用這事工，建立孩

童生命，造就更多肢體事奉神。歡迎引領兒童報名參加！ 

一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14 29 73 13 4 -- 

團契聚會 
路加 尼西 伯特利小組 約書亞 
17 16 10 1 

二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2/2 周素芬姑娘 洪錦吉 林寶燕 林耀紅、段國豪 

9/2 鄔添松傳道 李紹良 方  娜 林莉凱、余漢偉 

16/2 葉國麟先生 馬振全 林寶燕 洪  逸、鄭夢麗 

23/2 鄭志興長老 吳揚滔 朱寶瑤 袁家榮、楊偉莉 



 

消息及代禱

1. 今年堂會第一個福音主日將於 2月 9日舉行，主題：福滿連年，講
員：鄔添松傳道；當日主日學暫停，早上 10:00歡迎參與派發福音
單張。願神在人心動工，不論是弟兄姊妹的參與、福音朋友心田歸

主的預備、邀請的工作和守望禱告的事奉，願人都在神眼前蒙恩。 

2. 今季主日學課程：「共創未來」，由洪錦吉執事和馮炳林執事負責。

記念教師的預備及肢體的參加與互動，願更多肢體的生命得造就。 

3. 堂會於上月已開展新事工—Awana小學組：火花營及見習真理奇兵
隊（2020年 1至 12月），每逢主日上午舉行，對象為初小及高小學
生。感謝神，已有十多位兒童參加。願神賜福使用這事工，建立孩

童生命，造就更多肢體事奉神。歡迎引領兒童報名參加！ 

一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14 29 73 13 4 -- 

團契聚會 
路加 尼西 伯特利小組 約書亞 
17 16 10 1 

二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2/2 周素芬姑娘 洪錦吉 林寶燕 林耀紅、段國豪 

9/2 鄔添松傳道 李紹良 方  娜 林莉凱、余漢偉 

16/2 葉國麟先生 馬振全 林寶燕 洪  逸、鄭夢麗 

23/2 鄭志興長老 吳揚滔 朱寶瑤 袁家榮、楊偉莉 

 

消息及代禱 

1. 2020「扎根主裡，常存盼望！」年題重點：扎根主裡，以主的道，
為我們成長的基礎，作主順命的兒女。存著主賜的盼望，眼望永恆，

展現不一樣的勇氣，迎向前面的挑戰，成為主合用的器皿。 
2. 1-3月季題：支取主供應，2月份學習重點：認識凡事受過試探、體
恤我們的主耶穌。我們可來到施恩座前，全然投靠祂，支取力量，

勝過試探。 
3. 2/2月首祈禱會，為全教會退修日 29/2(六)「藏於主蔭下」代禱。 
4. 16/2有崇拜小組祈禱。 

一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25 4 76 9 16 -- 

團契聚會 哈拿小組 約翰 波阿斯 基利心 
13 9 11 17 

二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2/2 林慶榮長老 蔡銳剛 范樂欣 潘子平、黃靜儀

9/2 雷靜儀姑娘 鄭禮豪 余德勤 林捷信、鄭素琴

16/2 蔣嘉明先生 陳元輝 范樂欣 李浩榮、黃燕群

23/2 葉國麟先生 袁容輝 余德勤 吳月娥、朱素梅



 

 

 

 

 

消息及代禱

1. 2/2禱告主日，記念蔡靜儀姑娘，求神使用她的信息，鼓勵肢體操
練禱告，學習信心交託。 

2. 以馬內利小組於 15/2(六)下午 5:00-7:30舉行「新春長者春茗」晚會，
請肢體踴躍邀請未信主長者參加，分享主愛。 

3. 本堂會友譚紹德弟兄的外祖母於 8/1離世，喪禮已於 21/1舉行，求
主安慰家人。 

 

一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福音班 
76 31 152 13 45 12 

團契聚會 以賽亞 約西亞 俄巴底亞 樂 Teen小組 婦女查經班 以馬內利 
8 17 12 5 19 15 

 

二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2/2 蔡靜儀姑娘 黎國泰 周燕如 黃民浩、陳美倫、袁宏智、蔡婉婷、陳海雅、沈潔盈 

9/2 鍾志球先生 高颸祈 陳惠珠 黃偉揚、王翠霞、余得米、李土蓮、李笑麗、楊恩琳 

16/2 蕭月宜先生 林創銳 袁宏毅 陳漢賢、何美齊、王麗琼、鄭佩琪、吳萼䲷、曾秀蓮 

23/2 陳帶娣姑娘 黃偉雄 周燕如 黎日輝、陳瑞霞、鄭淑賢、劉小玲、袁宏獻、盧慧桃 



 

 

 

 

 

消息及代禱

1. 2/2禱告主日，記念蔡靜儀姑娘，求神使用她的信息，鼓勵肢體操
練禱告，學習信心交託。 

2. 以馬內利小組於 15/2(六)下午 5:00-7:30舉行「新春長者春茗」晚會，
請肢體踴躍邀請未信主長者參加，分享主愛。 

3. 本堂會友譚紹德弟兄的外祖母於 8/1離世，喪禮已於 21/1舉行，求
主安慰家人。 

 

一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福音班 
76 31 152 13 45 12 

團契聚會 以賽亞 約西亞 俄巴底亞 樂 Teen小組 婦女查經班 以馬內利 
8 17 12 5 19 15 

 

二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 奉 

2/2 蔡靜儀姑娘 黎國泰 周燕如 黃民浩、陳美倫、袁宏智、蔡婉婷、陳海雅、沈潔盈 

9/2 鍾志球先生 高颸祈 陳惠珠 黃偉揚、王翠霞、余得米、李土蓮、李笑麗、楊恩琳 

16/2 蕭月宜先生 林創銳 袁宏毅 陳漢賢、何美齊、王麗琼、鄭佩琪、吳萼䲷、曾秀蓮 

23/2 陳帶娣姑娘 黃偉雄 周燕如 黎日輝、陳瑞霞、鄭淑賢、劉小玲、袁宏獻、盧慧桃 

 

消息及代禱

1. 1至 2月份主日學：靈修腓立比書（梁先生）。 

2. 2月 9日下午 2:15有跨代同行友師分享會。 

3. 加百列團契鄭俊慧弟兄與鍾詠恩姊妹將於 2月 2日上午 10:30於香
港洲際酒店舉行證婚儀式。求主保守他們新婚後的生活適應。 

 

一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45 12 96 27 30 

團契聚會 
亞伯拉罕小組 提多 司提反 摩西 約瑟 以斯拉 加百列 翱翔小組 

14 14 10 10 13 -- 12 8 

 

二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2/2 謝慧兒博士 邵宇清 朱寶瑤 林婉儀、翟慧玲、孔憲樑 

9/2 雷露珊姑娘 王瑞坤 朱寶瑤 林婉儀、周楚成、盧清敏 

16/2 梁國強先生 張建明 郭伊莉 林婉儀、林麗珊、羅敬悅 

23/2 潘智剛先生 莫頌恒 羅肇恩 林婉儀、羅煥珍、王德偉 
 



 

 

 

消息及代禱 

1. 本年為堂會二十周年堂慶，堂慶感恩聚會定於 26/4(日)舉行，請所有
肢體留意，詳情將於日後公佈。 

2. 8/2(六)下午 2:00-6:00舉行「事奉人員集思會」，請有關事奉肢體預
留時間出席，同心為教會的未來發展守望和商討。當日的團契聚會

暫停。 
3. 23/2為「神學主日」，講員為黃天權博士，請備心出席。 
4. 23/2(日)下午出擊佈道，形式為街頭/公園佈道，請踴躍參加。 
5. 29/2(六)下午 3:00為「合團寶劍練習」，請各位肢體積極參與，一同
在神話語上進深學習。 

一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41 9 106 17 46 2 

團契聚會 
雅各 路得 但以理 巴拿巴 多加 約珥 拿但業 男士小組 撒母耳小組 

7 20 13 9 6 5 6 -- 6 

二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2/2 陳帶娣姑娘 許 鵬 張文珊 黃淑芳、曾寶蓮

9/2 何子雄先生 黃遠訊 鍾詠珊 周志雲、麥文輝

16/2 鍾志球先生 王宗川 梁淑恒 蘇婉雯、倪家翠

23/2 黃天權博士 溫健輝 梁恩能 姚嘉儀、盧詠茜



 

 

 

消息及代禱 

1. 本年為堂會二十周年堂慶，堂慶感恩聚會定於 26/4(日)舉行，請所有
肢體留意，詳情將於日後公佈。 

2. 8/2(六)下午 2:00-6:00舉行「事奉人員集思會」，請有關事奉肢體預
留時間出席，同心為教會的未來發展守望和商討。當日的團契聚會

暫停。 
3. 23/2為「神學主日」，講員為黃天權博士，請備心出席。 
4. 23/2(日)下午出擊佈道，形式為街頭/公園佈道，請踴躍參加。 
5. 29/2(六)下午 3:00為「合團寶劍練習」，請各位肢體積極參與，一同
在神話語上進深學習。 

一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41 9 106 17 46 2 

團契聚會 
雅各 路得 但以理 巴拿巴 多加 約珥 拿但業 男士小組 撒母耳小組 

7 20 13 9 6 5 6 -- 6 

二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2/2 陳帶娣姑娘 許 鵬 張文珊 黃淑芳、曾寶蓮

9/2 何子雄先生 黃遠訊 鍾詠珊 周志雲、麥文輝

16/2 鍾志球先生 王宗川 梁淑恒 蘇婉雯、倪家翠

23/2 黃天權博士 溫健輝 梁恩能 姚嘉儀、盧詠茜

 

 

 
 

消息及代禱 

1. 2/2 (日)10:00AM舉行月首祈禱會，當天 9:00擘餅，崇拜及成長園
11:00AM，主日學及查經班暫停一次。 

2. 16/2 (日)下午 2:30-4:00舉行「奇妙種子」活動，對象：0-8歲肢體
弱能的兒童及其家長，詳情請參閱宣傳海報。 

3. 米該雅團契羅宋榮弟兄與潘凱琳姊妹將於 2月 8日(六) 10:15AM假
屯門婚姻註冊處進行註冊儀式，歡迎弟兄姊妹參與，共證神恩。 

4. 哥轄團契梁君堯弟兄與劉倩欣姊妹將於 2月 9日(日) 2:15PM假香港
浸信會神學院舉行婚禮，歡迎弟兄姊妹參與，共證神恩。 

一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成人查經班 福音班 
52 61 175 38 -- -- -- 

團契聚會 福樂團 非尼哈 哥轄 米該雅 青苗小組 
20 38 32 20 26 

二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2/2 關惠如姑娘 倪曉豐 簡佩汶 吳祉盈、黎焌安

9/2 蘇小香姑娘 陳康南 林嘉雯 陳懿翎、張炎華

16/2 鄭瑞邦先生 張信言先生 吳祉盈 陸詠珊、杜錦文

23/2 劉麗梅姑娘 劉啟法 曾憲偉 李咏蒑、徐宇威
 

  



 

 

 

消息及代禱 

1. 新一季 2-3月主日學：約書亞記及信徒造就，分別由梁姑娘及謝杰
華長老、鄭志康執事負責教授。 

2. 挪亞小組於 5/2(三)下午 1時聚會。 
3. 少年小組將於 2月開始每周主日學時段聚會，請組員留意。 
4. 姊妹小組將於 16/2崇拜後聚會。 

5. 林婉貞姊妹已於 5/1接受灑水禮，記念她將需做 10次腦部電療，求
主保守及能發揮療效。 

6. 楊韓雲雲姊妹(楊約瑟的媽媽)於 14/1(二)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人的
心情，安息禮定於 7/2(五)晚上 7:00假世界殯儀館景仰堂舉行。 

一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尋道坊 
33 9 78 11 -- -- 

團契聚會 
挪亞小組 彼得 加略 以勒 沙龍 雅比斯 姊妹小組 少年小組 

9 14 15 4 11 9 4 7 

二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2/2 
兒童主日 

 

 

梁秀霞姑娘 劉曙明 饒皓蓉 潘妙儀、黃嘉敏 

9/2 賴瑞娟姑娘 謝杰華 潘詠恩 梁雪馨、劉婉雲 

16/2 滕張佳音師母 鄭志康 潘頌詩 許秀蘭、溫婉嫺 

23/2 陳家駿先生 鄧思維 饒皓蓉 黃瑞平、呂成坤 



 

 

 

消息及代禱 

1. 新一季 2-3月主日學：約書亞記及信徒造就，分別由梁姑娘及謝杰
華長老、鄭志康執事負責教授。 

2. 挪亞小組於 5/2(三)下午 1時聚會。 
3. 少年小組將於 2月開始每周主日學時段聚會，請組員留意。 
4. 姊妹小組將於 16/2崇拜後聚會。 

5. 林婉貞姊妹已於 5/1接受灑水禮，記念她將需做 10次腦部電療，求
主保守及能發揮療效。 

6. 楊韓雲雲姊妹(楊約瑟的媽媽)於 14/1(二)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人的
心情，安息禮定於 7/2(五)晚上 7:00假世界殯儀館景仰堂舉行。 

一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尋道坊 
33 9 78 11 -- -- 

團契聚會 
挪亞小組 彼得 加略 以勒 沙龍 雅比斯 姊妹小組 少年小組 

9 14 15 4 11 9 4 7 

二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2/2 
兒童主日 

 

 

梁秀霞姑娘 劉曙明 饒皓蓉 潘妙儀、黃嘉敏 

9/2 賴瑞娟姑娘 謝杰華 潘詠恩 梁雪馨、劉婉雲 

16/2 滕張佳音師母 鄭志康 潘頌詩 許秀蘭、溫婉嫺 

23/2 陳家駿先生 鄧思維 饒皓蓉 黃瑞平、呂成坤 

 

 

 

消息及代禱 

1. 2月 9日(日)下午 2:30-4:00舉行「秋菊老師分享會」，歡迎肢體參加。 
2. 2月 16日下午 2:30教會大打掃，請肢體預留時間，齊心清潔神家。 

3. 2月 19日(三)晚上 8:00-9:00「週三祈禱會」，請肢體踴躍參加，同心
禱告、守望。 

4. 2 月 23 日為「佈道主日」，會後有崇拜分組，請肢體預留時間，一
同分享、禱告。 

5. 3月 1日下午 2:30-4:30出擊佈道，請肢體踴躍參加，同心拯救靈魂。 

6. 黃泰源弟兄已於 2019年 11月 27日在家中接受灑禮。 

一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兒童聚會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31 -- 82 8 40 5 

團契聚會 
耶利米 米沙利 婦女查經班 尼希米小組 常青小組 信實活力小組 

22 38 5 25 4 17 

二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2/2 趙雁婷姑娘 龔家毅 王思婷 張兆坤、葉子儀 

9/2 梁國強先生 余耀森 羅影儀 江金容、賴彥霖 

16/2 何子雄先生 鄭健川 林嘉文 許清華、何俊鋒 

23/2 關惠如姑娘 黃子翔 羅影儀 譚傑文、譚伊婷 
 

 

 

 
 



 

 

 

消息及代禱 

1. 16/2同行主日，講員：許桂華姑娘，崇拜後有愛筵，請各肢體踴躍
報名出席，一同相交。 

2. 23/2靈修主日，講員：葉振璋先生，請備心出席。 

3. 29/2（六）3pm邀請了「選民事工差會」負責「從逾越節看彌賽亞」
專題聚會，歡迎各肢體踴躍出席。 

一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主日學 兒童聚會 福音班 
21 12 55 11 7 2 

團契聚會 
馬提亞 撒迦利亞 耶書亞 Star Fighters 

12 8 8 2 

二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崇拜/兒崇事奉 

2/2 陳定邦先生 梁思昊 梁英儀 陳啟豪、莫梓侖、潘韻而、宋宇琦、劉詠珊 

9/2 黃鴻權先生 吳卓寧 張映瀅 楊國榮、張 俊、何翠玲、張育琪、楊淑珍 

16/2 許桂華姑娘 謝世傑 梁思昊 周詠琳、歐展翱、張慧欣、郭瑞琳、梁思行 

23/2 葉振璋先生 廖瀚文 羅芷欣 鄭瑞芬、莫梓侖、張育琪、梁英儀、吳德美 



 

 

 

消息及代禱 

1. 16/2同行主日，講員：許桂華姑娘，崇拜後有愛筵，請各肢體踴躍
報名出席，一同相交。 

2. 23/2靈修主日，講員：葉振璋先生，請備心出席。 

3. 29/2（六）3pm邀請了「選民事工差會」負責「從逾越節看彌賽亞」
專題聚會，歡迎各肢體踴躍出席。 

一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主日學 兒童聚會 福音班 
21 12 55 11 7 2 

團契聚會 
馬提亞 撒迦利亞 耶書亞 Star Fighters 

12 8 8 2 

二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崇拜/兒崇事奉 

2/2 陳定邦先生 梁思昊 梁英儀 陳啟豪、莫梓侖、潘韻而、宋宇琦、劉詠珊 

9/2 黃鴻權先生 吳卓寧 張映瀅 楊國榮、張 俊、何翠玲、張育琪、楊淑珍 

16/2 許桂華姑娘 謝世傑 梁思昊 周詠琳、歐展翱、張慧欣、郭瑞琳、梁思行 

23/2 葉振璋先生 廖瀚文 羅芷欣 鄭瑞芬、莫梓侖、張育琪、梁英儀、吳德美 

 

消息及代禱

1. 感謝神保守，與深水埗合辦之【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中一級
上學期服侍(週二/五：聖經班及週六：功輔及活動小組)順利完成，
各班中有多人決志！記念跟進工作，並下學期服侍的籌備。 

2. 迦勒團契徐堯湛弟兄的母親周長女姊妹於1月3日安息主懷。安息聚
會已安排於2月9日晚上6:30於萬國殯儀館三樓慈恩堂舉行。請記念
家人的身心需要。 

一月份聚會平均出席人數 

教會聚會 
擘餅 祈禱會 崇拜 青成主日學 

少年兒童崇拜/ 
主日學 信仰研討班 天恩查聚 

28 12 87 21 11 / 11 2 10 

團契聚會 
迦勒 以諾 約拿單 加利利 足印同行 
19 15 10 8 5 

二月份主日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事奉 

2/2 雷永彤宣教士 梁嘉輝 陳麗香 羅永發

9/2 鄭志興長老 余冠華 李炎敏 陳錦兒

16/2 葉振璋先生 王國良 劉羨儀 陳樹洪 

23/2 蔡寶絲姑娘 樂銘輝 張寶珠 雷德荃 
  



 

 

 

 

     

文：引自書內前言 

書名：宣教歷史的反思—從一世紀到二千年 

作者：洪雪良等

出版：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香港， 年 月初版， 頁）

簡介： 

宣教歷史上的事件是隨意發生，還是 

神在永恆計劃中掌管的呢？使徒時代以後

福音是怎樣傳開的呢？近代又有甚麼普世

宣教發展呢？本書是要帶領讀者走進歷史

時光的隧道，了解 神的作為，明白祂是宣

教歷史的主導者。而且，透過不同時期的宣

教先鋒或佈道團體所展示的異象、信心與委

身，挑戰我們活出不再一樣的人生。 

本書是輯錄了《往普天下去》專欄所載的十一篇文章，由十位致

力推動差傳的牧者及宣教歷史研究學者所撰寫，從第一世紀至二千年，

深入淺出地探討歷史中不同時期的傳模及策略，從而帶出評論，並引以

為鑑。每篇附設「思想問題」，引導教會及信徒反思在動盪的世局中，

如何實踐大使命之餘，能好好利用資源，更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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