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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家書
蔣偉堂先生

上星期，我曾電郵至一間從不
認識的美國浸信宗堂會，想

領受 ---「大使命」而齊心努力。

今日我們正用不同的方法找尋
各自的理想生活，但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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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答謝他們對宣教的熱心回應和參
與。他們是富裕街浸信會(Wealthy
Street Baptist Church)，他們是
在1932年差派了白得勝Barnett牧
師一家從美國來到湛江廣傳福音的
差派堂會。這個由一個英國人（白
牧師祖藉英國）開辦的堂會後來再
因為國內的形勢和壓力，才再遷往
九龍東頭村繼續福音工作，而這個
新成立的堂會就是宣道浸信會（我
們西差會在香港的第一個果子）。
白得勝牧師來到湛江時，西差會仍
未有計劃開辦中國工場，因其時國
內形勢甚為不安且常有戰亂。直至
1945 年後，西差會看見了國內的
需要，才開始差派宣教士來到中國
繼續白得勝牧師之
前的湛江事工。

一百年前，神已差派其僕人，不怕
困難地遠渡太平洋來到中國，再來
到香港幫助我們。及後，他們還繼
續差派了數十個宣教士來港，通過
醫療、教育、社區服務、英文學習
班、神學院等等的服務，幫助本地
的堂會建立本色化的福音工作。通
過大家的努力及神的恩典，現時我
們共有三十多個堂會，在香港不同
的地區回應這福音的挑戰，這就像
世界各地歷代的信徒群體，參與差
傳工作一樣。

這兩年因疫症的影響，人與人
之間不容易有太多的接觸和
互動，現在情況漸有改善之時，不
就是探望朋友的機會嗎？此時正好
出去走走，並用從神來的愛心，關
心你身邊的弱勢群體。可能他們也
正等待這些機會去了解 「你」心
中盼望的原由。

就讓我們在不容易的年日一起
齊心努力吧！

這事感 想奇 起妙 來， 也兩 甚個
辦事處
香港九龍深水埗汝州街68號
興業大廈2樓B室
電話：2744 4083
傳真：2786 4786
電郵：abwefhk@gmail.com
網址：www.hkabwe.org

相距萬里的信徒群
體，沒有在文化、
語言、經濟能力等
各方面有什麼相
同，但卻在傳福音
一事上有相似的領
受，而今天我們仍
可在靈裏連結在一
起，繼續為着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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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宣來華七十年(十六)

邁向三自

王培基牧師(中國浸信會神學院圖書館館長)

前文提要：1952年中，東頭教會遷入培民村平房區。
自遷入培民村，主日學有學生四十人，信徒也穩定地出席崇拜，沒有明顯增加。弟兄姊妹也學習
在金錢上作忠心管家。白德勝牧師夫婦向差會分享，從1953年起，教會的奉獻從1952年12月的6.98美
元，一下子於1953年1月增加至11.6美元，至2月達到至12.6美元。至1953年底，教會的奉獻不單只可
以支付教會的租金與水電費，每月21美元，並且，還有餘錢購買詩歌本。在未有詩歌本時，是把歌詞
與簡譜抄寫於壁報紙，掛在木架上。
弟兄姊妹除了學習承擔教會的支出，也肩負教會的服事。1953年11月，教會委員會成立，成員為二
男二女，他們擔任類似執事的工作，預備和協助聖餐，和負責探訪等服事。
值得注意的，按照當時的宣教觀念，一間能夠三自的教會才算得長大成人，可以自立的教會。三自
是指：自傳、自養、自治。也許這個原故，當東頭村教會的委員會成立，弟兄姊妹就訂立1953年11月
為立會的日子，立會之前的兩年屬於教會的開基期。
1954年，有三十二歲的陳保羅牧師，當時還未按立，成為教會的同工。陳牧師畢業於理工，從事飛
機維修。他蒙上主呼召往東南亞宣教士，在等候期間，應邀到教會講道。至1960年，陳牧師辭職，投
身福音戒毒，更於1968年創立晨曦島福音戒毒事工。
陳牧師盡心竭力服事弟兄姊妹。在早期，他甚至把自己的薪金全數奉獻給教會。陳牧師的到任，不單
叫白牧師夫婦可以有更多空間外展佈道，如白師母在某間小學授課，也叫白牧師夫婦可以安心回美國
述職。加上，陳師母是護士，藉著她的聯繫，展開護士團契的服事。

財財政政報報告告

教會同工：從左至右，前排：
白師母、黃吳佩靈傳道、陳保羅師母。
後排：白牧師、陳保羅傳道。

白師母與她的學生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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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4月份收入
教會奉獻
個人奉獻
其它
總收入

$199,570.95
$ 11,700.00
$ 55,900.00
$267,170.95

2021年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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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72.00
$ 10,128.60
$ 19,826.10
$ 2,050.00
$234,576.70

1-4月份盈餘
撥款購買辦公室基金
收 回代支 項目
2020年12份結存
4月份結存

$ 32,594.25
-$ 12,000.00
$ 16,127.74
$239,470.46
$276,192.45

營運儲備

$120,000.00

借貸給中浸

$100,000.00

購買辦公室基金

$427,97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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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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5月2日第一次會友大會通過邀請鄭佑生牧師續
任義務堂主任，任期由2021年6月至2023年5月，並選出
「薪酬制度檢討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會友代表，
求主使用各委員會，協助教會檢討薪酬制度及提名新一
年執事和部長事奉人員。
2.記念教會架構檢討小組，求主使用小組檢視教會現行的
架構及事工發展的全面性，並作出建議。
3.教會於5月31日至6月12日期間舉行—「『 糭 』是想起
你」探訪活動，期望在節日及在疫情下為弟兄姊妹及家
人，送上祝福和支持，求主保守各項安排。
4.6月6日為本會42週年堂慶感恩崇拜，誠邀袁海生牧師擔
任講員一職，求主保守各項籌備工，願榮耀歸給在天上
的父神。
5.崇拜部專題講座於6月19日（六）下午5:30-7:30舉行，
題目：「讓詩篇成為敬拜要素」，講員：蔡好香姑娘，
鼓勵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
1.
2.

3.
4.
5.

6.

7.

荔景浸信會
感謝神，重建八週年感恩崇拜將定於6/6舉行，多謝同
路人守望，同步踏上主恩路！
因應新冠疫情舒緩，教牧同工負責長者中心的班組：
「豐盛生命小組」已於6/3早上(星期六)恢復舉行，而
「喜樂歡聚」亦在10/3開始，改在逢星期三早上9時舉
行，讓更多會員參加認識信仰。
由於中小學校已經開始半天課，教會的「小學功課輔
導班」亦已恢復。
疫情期間，主日下午舉行的「小組查經」，仍在網上
進行，感恩組員仍堅心學習追求。
暑期「少年福音營」將於28/7至31/7在北潭涌保良局
渡假營舉行，由於疫情關係，懇請記念各項籌備的工
作及物色導師，讓少年人更多認識基督福音，使他/她
們能夠從小認識主，到老不偏離。
剛有一位弟兄突然離世，而另一位弟兄患癌病需做手
術，求主加添弟兄姊妹的信心，彼此相顧，仰望我們
創始成終的主耶穌。
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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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聯會
1.為本年三人籃球賽籌備工作禱告，盼望透過這個平台能
接觸青年人及傳揚福音。
2.為聯會能成為堂會的支援禱告。

十字架山浸信會
1.感恩，本會於2021年5月23日會員特別事務會議通過聘
請鍾振成牧師為本會教牧同工，履薪日期於2021年7月
16日。鍾牧師到任後於交接期內職稱「候任堂主任」，
8月起改稱「堂主任」。
2.衷心感謝本會的神學生楊志明弟兄自去年九月開始在本
會的服侍，楊弟兄在本會的實習期至五月底，願神引領
他畢業的事奉路向。
3.本會堂主任張永康傳道將於2021年7月底離職。請為到
他與「候任堂主任」鍾振成牧師的交接禱告。
4.祈求天父繼續帶領兩位主僕在各自的新崗位有更新的學
習和更美的服事。也祈求主繼續帶領教會的聘牧工作。
中國浸信會神學院
1.感謝主帶領神學生完成了一年的學習，於本週起有兩星
期暑期密集課程 、隨後開始 暑期實習，求主幫助同學
有強健的身心靈，繼續接受裝備。
2.畢業禮將於6月7日(一)晚上在學基浸信會舉行，求主保
守籌備工作，並帶領畢業同學進入工場的路向，幫助新
的僕人有美好的適應。
3.請為學院本年度的招生禱告，求主在新一年度預備蒙召
的同學進本院接受裝備，繼續透過教牧進修課程有進深
的學習；信徒造就課程能成為建立信徒生命的幫助。
4.2021讀經營將於6月30日至7月1日(三至四)在神學院
舉行，由李秀峰牧師主講，主題為「真理，故事尋？
敍 事文體釋經初探」，請為講員李秀峰牧師的預備、
聚會的安排及感動肢體們有渴慕尋求真理的心，把握
機會裝備，參與聚會。有關聚會資料 https://bit.
ly/2PJov8C
5.最近網站仍受到惡意攻擊，導致網頁被植入惡意軟件，
有關人員暫時把網頁下架，求主保守及賜下智慧和能力
給協助的肢體，讓網頁能穩定地完全回復正常運作。
6.感謝及時供應的主，讓神學院剛好足夠支付5月份常費
支出，在未來數月仍會面對較嚴重的經濟壓力，願主繼
續幫助神學院仰望主供應經濟所需，請大家切切記念。

聘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差會
1.疫情仍然持續, 求主保守差會有智慧善用不同方式如網
上媒介，加強宣教士與肢體的互動交流。
2.求主憐憫被疫情嚴重打擊的國家，保守各國推出疫苗安
全有效，令疫情盡快平息，差會的活動如短宣等能回復
正常。

十字架山浸信會
傳道(負責兒童事工兼任職青
牧養)，神學畢業，委身牧養
職事，具團隊精神。
繕履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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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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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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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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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