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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起初的愛心
蔣偉堂先生

退 休信 教徒 牧關 的心 動的 向事 ，， 一無 直論 也當 是事
人因什麼原因有此決定，其實也
可理解，因每個人也應有可決定
自己在何地生活的權利。當然有
些人可能因此感到失望，但無論
要走的、要留的，我們作為認識
神要作主門徒的，總有一事應當
記起，就是要立志為福音廣傳齊
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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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萬 國宣道浸信會（ABWE
宣教士白得勝牧師早在90
年前已一家來到中國，為福音獻
上血與汗，現在三十多間 ABWE
堂會也是當年宣教士們所結的果
子。故此，我們應只有一個目
標，就是要立志繼續傳揚這奇妙
的福音，直到地極，完成主耶穌
所交託教會的使命。從福音書我
們可見，我們的主耶穌在地上最
主要的使命就是要引領人歸向
神，之後才是治病趕鬼、幫助弱
勢社群等工作。如是者，本末才
沒有倒置，因為屬靈的事情，也
只有認識神的人才可成為別人心
靈中的指引。正如馬可音一章
3節所說，「預備主的道，修直
主的路 」，同樣我們的職份也
就是將聽了福音之後，內心有感
動的人帶到神面前。唯有承先啟
後，信仰的大能大力才可代代相
傳更加壯大。我們也不負所託，

打完那美好的仗，把榮耀歸與我
們的天父。

經 歷社 了會 一不 年安 多， 的我 疫們 症也 侵可 擾能 及疲
累不已，但在此困難的年日，我
們的身旁總有需幫助或關心的朋
友，在經歷困難的時候往往就是
最容易與人打開福音對話匣子的
機會，因為在人的盡處就是聖靈
作工開端。施洗約翰在曠野沒有
說什麼大道理，只是不停的宣告
了叫人悔改的道，聽聞了的群眾
就自願地去到他那裏承認自己的
罪，並且領了他的洗。所以，別
讓憤怒成為我們的主人，叫我們
離開當作的事，以至啟示錄中對
以弗所教會的責備，成為我們的
人生的寫照。在前路不明的時
候，我們更加要倚靠神的恩典，
並堅持是非黑白不可混淆，並成
為神在地上的好管家，耐心等待
黑暗過後得贖的光明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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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宣來華七十年(十五)

成為培民人

王培基牧師(中國浸信會神學院圖書館館長)

前文提要：1952年4月，八位弟兄姊妹受浸加入前宣道浸信會。

福音堂從東頭村遷往培民村*

培民村新址合照，陳保羅傳道站在最右方。

1952年春，香港政府重建東頭村為平房區，福音堂遷往興建中的培民村。業主把獲分配的
兩個單位租給福音堂。6月1日下午，福音堂在培民村舉行第一次聚會。今次聚會，比不上東
頭村第一次聚會時熱鬧。沒有火災中無損的神蹟，只有碎石聲，鋸木聲。今次，只有幾個人
出席，幾個人在屋外圍觀。
然而，白牧師夫婦沒有失望，一來，星期日是返工的時間，甚少人有空出席。1950年代的
香港是難民社會，人浮於事，手停口停，很多人是星期一做到星期七，由朝做到晚。不少信
徒都只能夠出席星期日晚的主日崇拜。二來，培民村正在初初入伙，就算沒有工開的也忙於
執拾自己的居所，無暇參加聚會。最重要的是，福音堂與其他人一齊搬入村，福音堂成為村
民的自己人，吳佩靈傳道更代表福音堂成培民村街坊會委員。
白牧師曾經想過在新的地方，開辦小學，農村式小學。白牧師夫婦又想過購買附近的空置校
舍辦學。不過，上主似乎沒有開路。白牧師夫婦與吳佩靈傳道繼續以探訪關心，識字班、兒
童主日學等方式傳道。上主也使用他們的服事，從1952年6月至1955年1月，就是白牧師回美
國述職前，福音堂共舉行五屆浸禮，二十六人受浸。並且又有陳保羅傳道加入，一同服事。
待續...

財財政政報報告告

*地圖出處：香港年鑑，華僑日報出版。
聯會在過去日子，得到各堂會及肢體在經濟上支持，得以順利推行各項事工，服侍堂
會，廣傳福音，造就信徒。在2021年，聯會總預算支出為$816,527。相信豐富的主會透過眾堂
會及肢體們的禱告和奉獻支持，繼續賜福聯會事工得以順利推展及令神的國度得以興旺。

2020年1-12月份收入
教會奉獻
個人奉獻
其它
總收入

$619,825.00
$ 36,310.00
$127,899.09
$784,034.09

2020年1-12月份支出
同工薪酬及福利
保險及強積金供款
辦公室及行政費
事工及聚會支出
總支出

$594,768.58
$ 36,868.80
$ 52,161.90
$ 6,580.00
$690,379.28

1-12月份盈餘
撥款購買辦公室基金
暫收項目
2019年12份結存
12月份結存

$ 93,654.81
-$ 36,000.00
$ 49,100.88
$132,714.77
$239,470.46

營運儲備

$120,000.00

借貸給中浸

$100,000.00

購買辦公室基金

$415,97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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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比斯呼求以色列的神說：「深願你大大地賜福給我，擴張
我的境界，你的能力常與我同在，保護我免遭災禍，不受痛
苦。」神就應允了他所求的。
代上4:10(新譯本)

感恩與代求
和樂浸信會
1. 請為教會在疫情下各樣安排，讓信徒仍能專一敬拜神，
並求主早日恢復正常的聚會安排。
2. 請為教會今年年題「共建神家－－攜手同行，穩站洪
流」，期望弟兄姊妹新一年與神與人同行，在真道上建
立自己，在今世洪流中能站立得穩。
3. 教會於1月31日（日）下午2-4時舉行聖經專題講座「從
哈該書看共建神家」，講員：鄭佑生牧師，盼望弟兄姊
妹透過神的話同心建立神的家。
4. 傳道部於2月28日（日）下午舉行「三福簡易訓練」，
講員：黃楊桂英姑娘，期望弟兄姊妹掌握不同傳福音方
法，在不同地方傳揚主福音。
5. 團契部於3月7日（日）崇拜後舉行「聯誼日」，期望弟
兄姊妹能更多彼此認識，保守籌備工作。
6. 教會於3月14日（日）為福音主日，講員：馮錦鏗牧
師，求主感動弟兄姊妹邀請親友出，讓他們得聞福音的
好處。
1.

2.

3.

4.
5.

6.

荔景浸信會
今年教會年題：「主居我心，靠主剛強」，期盼弟兄
姊妹繼續以耶穌基督為首，一同讀聖經、明白真理，
在這紛亂的世代，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困擾底下，仍然
緊緊跟隨基督，靠主剛強。
今年繼續推行「全年好讀經」運動，每天朗讀「全年
好」日曆上的金句，每週選擇一天的金句來背誦，感
恩弟兄姊妹都躍躍參考。
因應新冠狀病毒疫情，教會崇拜只能以facebook網上
直播，感恩中心的網絡暢順，直播順利，兩位同工能
夠應付。
感謝神，教會同工和弟兄姊妹，特別是長者們都蒙主
保守，身心靈都平安。
因為部份長者沒有使用智能裝置，不能參加網上崇
拜，感恩長者中心可以借出平版電腦，讓長者們可以
在網上崇拜。
為兩位牧者仍在神學院進修禱告，讓他/她們能得力面
對各樣屬靈的挑戰。

聘

中國浸信會神學院
1.2021春季課程現已開課，求主幫助全時間同學、教牧進
修、輔導課程、晚間文學碩士、副學士及神學證書同
學，在疫情中能有強健的身心靈繼續學習，作美好裝
備，服侍教會。
2.55週年院慶將於2月22日(一)晚上舉行、若屆時宗教聚
集獲得豁免，則會於學院舉行實體感恩崇拜及聚餐；否
則只安排於網上直播感恩崇拜，求主帶領聚會的籌備及
進行，盼望當天能有美好相聚，同頌主恩的時間。
3.求主帶領將於2月27(六) 舉行的獻身研討日及3月28日
(日)的專題研討會，求主賜下智慧在疫情反覆影響下安
排聚會。求主感動曾經或正在尋求和思索，踏上召命之
路的奉獻事奉者參與獻身研討日。
4.在院長彭振國牧師於2月至7月進修假期間，將由校牧鄭
佑生牧師暫代院長職務，求主加能賜力給二位牧者，在
期間有美好的進修和服侍。
5.請為神學院2021-2022年度的招生禱告，求主在新一年
度預備蒙召的同學進本院接受裝備，成為主合用的器
皿，把握時間事奉主，作主僕人。
6.感謝慈愛信實的主，感動肢體及教會對神學院的奉獻，
讓神學院經歷神在艱難中的供應，願主繼續幫助神學院
經濟所需，請大家切切記念。

十字架山浸信會
傳道/堂主任(按恩賜配搭) 神學畢業，
委身牧養職事，具團隊精神。 繕履歷
及申請職位、得救及蒙召見證、事奉經
歷、個人基要信仰認信分享及近照電郵
2021hkcbc.recruit@gmail.com 聘任小組，
資料只招聘用。

就是我們有同一的心志，站立得穩，
為了福音的信仰齊心努力。
                                     
(腓1:27下)新譯本
會員：
深恩浸信會
光道浸信會
寶林浸信會
和樂浸信會
融樂浸信會

學基浸信會
1.為本會今年踏入50周年感恩，籌委會正籌備不同的活
動，盼能藉此數算主恩，榮耀主名，並凝聚弟兄姊妹
的心歸向神，經歷主更多恩典，靠主同心迎向未來。
回」，講員為李秀峰牧師，求主帶領肢體們參加，更
多認識主。
2.為本會大維修工程代禱，為期數月，求主保守工程順
利，工人平安。
3.為本會聘請傳道、愛鄰社服務幹事及行政幹事祈禱，求
主預備及差派合適的同工，能彼此同心、互相配搭，牧
養和服侍弟兄姊妹。

長康浸信會
烙恩浸信會
銘恩浸信會
傳恩浸信會

宣道浸信會
恆安浸信會
順安浸信會
學基浸信會

葵盛浸信會
田裕浸信會
綠楊浸信會
荃盛浸信會

頌恩浸信會
大興浸信會
元洲村浸信會
荃灣眾安浸信會

學基浸信會
本會誠聘以下職位：
1.傳道：青少年傳道及職青傳道(各一位)，認可神學畢
業，需團隊合作。
2.幹事(社會服務)：負責推行、籌劃班組及活動，協助
接待處，需略懂電腦設計及資料管理，有興趣班及大
型活動行政及教授經驗更佳。
3.幹事(行政)：負責處理及支援行政事務，熟悉中英文
打字及電腦操作，具設計、網頁及資訊科技相關的知
識和經驗，需晚上輪值及主日上班。
請繕履歷、要求待遇及蒙召見證(傳道職位)，電郵至
hbchk2@gmail.com學基浸信會主任牧師收。 (註明應
徵職位)(只招聘用)
花園大廈浸信會
石蔭宣道浸信會
駿發花園浸信會
宣道浸信會佐敦堂

葵芳浸信會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差會
中國浸信會神學院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會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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