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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會面對不斷改變的時
今日勢，難免有各自的掙扎
，

群，通過服侍繼續為主作見證。

包括理念、立場、對未來不確定
的恐懼等。但我們仍具相同的想
法：如何在充滿挑戰的年代繼續
作主門徒，在地上發光發熱，直
至主再來(Parousia)的日子。以
下是在一個教牧聚會內，不同堂
會牧者的體會及分享，容我們細
嘗並得着前輩們的屬靈提醒，並
在禱告裏學習互相支持。當中的
分享全屬講者個人的領受 ，盼
望在面對挑戰的年日，眾堂會仍
可繼續作「得人漁夫」，並忠主
所託。

弟兄姊妹在這兩年於堂會的參與
度和歸屬感降低了，加上現時社
會形勢充滿挑戰，所以在尋找願
意承擔事奉人手也漸有困難。此
外，肢體也可能因意見分歧，阻
礙堂會工作和影響肢體投入教會
事工的熱誠。故此，牧者正計劃
加強小組肢體間的聯繫，預備迎
見將來的挑戰。早前展開的高小
福音事工，已漸有成果，盼望可
承先啟後成為未來教會的根基。
此外，信徒家庭分區小組聚會也
是堂會發展計劃中部分內容。在
社會形勢漸漸收緊的景況，堂會
正學習如何面對可能出現的新規
管。相信在未來的日子，信徒內
必有加強和 “社會主流意見”
更多合作和教會應按其文化使
命，致力改變社會的爭議。故盼
望神學工作者可加強堂會在真理
和聖經教導的支援，一同聯手齊
作主工。

1. 堂會（一）

現時多 因5 0防%疫會限眾制同，時只出可席讓 崇最
拜，這情況不論在牧養或肢體互
動上均不理想。肢體缺乏見面機
會，自然減少在靈裏深交的時
間，如沒其他方式補足，關係會
變得疏離。當全面回復實體崇拜
時，不論是參與人數或堂會經
濟，也不確定會出現怎樣的流
失，故堂會將出現不少挑戰。在
回應大使命上，堂會更需尋找新
的出路，因現時仍有聚集限制，
故堂會正嘗試加強與本地福音機
構合作，在社區內接觸不同的社

2. 堂會（二）

因社堂 會會運已動出和現疫各症種打內擊部下 ，張
力，例如：堂址內是否應以的手
機程式作聚會出入記錄之用；堂
會應否作為“地區居民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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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這些討論也在會眾中容易產生兩極
化的意見，因肢體或有強烈和不容易協調
的立場，再加上在疫情中，堂會應如何參
與社關服侍、如何在社關接觸中確保防疫
工作實行，已令肢體間產生不少問題。現
時社會事件的影響仍在，加上近期出現移
民潮，堂會約有兩成會員正思想這事，故
堂會實需要加強關心那些正計劃移民的信
徒，務求要走的、要留下的也得到靈內的
餵養。堂會也積極通過不同服侍，同心合
意地撒出福音的種子，努力繼續關心本區
居民。
在面對複雜社會議題及不斷改變的社會期
望和聚會人數下降、領袖考慮移民等問題
多面夾擊下，如何領人歸向神、以禱告求
智慧代替肢體間的猜疑，讓大家懂得如何
分辨山羊綿羊，並按聖經教導牧養並建立
領袖等事宜，實至為重要。
3. 堂會（三）

我 們通過中心服務去見證主愛的實在，
並且通過「全人發展」去展示不變
的信心，令福音使命得以完成，這一直都
是中心堂會存在的目標。中心堂會通過在
會址與社區中心建立伙伴合作關係，在靈
性上幫助中心會員經歷神的實在，並在生
命中互相建立。除了長者外，小學生功課
輔導班也是堂會接觸少年人的方法，特別
在老年化的屋邨當中，長者和少年人的禾
場都很大（不少兒童和祖父母同住）。由
於現時中心地方所限，中心堂會不可設有
教牧辦公室，這正是服侍最主要的難阻。
現時我們每週約有40多人聚會，而功輔班
也有十多個學員，故此我們也歡迎其他堂
會繼續代禱和支持。盼望在可見將來，我
們能遷移到新建的長者中心內繼續為主作
工。

神學教育業界的回應

時 移勢易，本年的年訓「任重道遠」，
正好反映了現時社會的情況。按最
新統計傳統教會參加崇拜總人數，已減少
了數萬人，並且在「後社會運動、疫情、
新安全法例」的年日，大家普遍相信將來
堂會事務，將會被繼續加強管理。從前存
在的事物也要改變，我們也要學懂人間沒
再有永久不變的承諾，只有不斷更新的條
例陪伴我們。日漸中央化的教會生態可能
會在港出現，但教牧仍要牧養那些留下來
的信徒，在靈裏、心靈內幫助他們。信徒
領袖和教牧訓練，一直是我們神學教育的
兩大支柱，因為沒有什麼東西是不能被取
走，唯有聖經的教導和靈裏的經歷可以代
代相傳，並成為我們的屬靈寶藏。神學院
仍非常樂意與堂會在訓練和聖經教導上合
作，歡迎堂會直接聯絡學院同工商討。我
們更願意與所有信徒同受苦難，只為忠主
所託，走完各自地上的路程。
結語：

通 過上述教牧們的分享，我們實在可以
體會他們心中的憂慮，也感受到他們
願意逼切為主作工的心。盼望我們每一個
也可像保羅在使徒行傳20章20節裏所展示
的生命見證：「凡對你們有益的，我沒有
一樣隱瞞不說的。」， 就是所有信徒也可
以持守真道並在世跑完我們當跑的路，直
至主再來的那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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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宣來華七十年(十七)

相約修咸頓

王培基牧師

前文提要：經過幾年成長，福音堂開始學習自治自傳。
1955年初，白牧師夫婦按照差會的事奉守則，回國述職一
年。然而，白牧師夫婦是萬宣在香港的唯一宣教士。換句話
說，沒有宣教士可以暫代白牧師夫婦。也許在1950年代初，
香港仍然屬於政治不穩定地區，這個時期在香港事奉的宣教
士，大多數是從內地撒退至香港，臨時向差會申請留在香港
的。而遲至1958年，萬宣才能夠招募到兩位姊妹來港宣教，
最後只有一位成行。

1955年3月白牧師夫婦與李牧師
等宣教士在修咸頓會面。攝於來
往紐約與修咸頓的瑪麗皇后號。

多番籌謀禱告，萬宣邀請幾位計劃前往印度的宣教士暫代白
牧師夫婦。他們是李威廉 (William Reid) 牧師夫婦、汪德
雅 (Dortha Warner)、汪路得 (Ruth Warner) 兩姊妹。他
們早於1946年11月去到印度宣教，在孟買下船後，展開長達
六年的宣教服事。

在1953年，他們認同萬宣鼓勵
教會自立的原則，成為萬宣宣
教士，並計劃重返印度。然而，印度自1947年脫離英國獨立，開
始限制宣教士入境，政府內部訂立了新的規則，例如：不批准在
印度沒有任何事工的差會的宣教士入境。這些新規例，都沒有正
式公佈。為此，李牧師等宣教士不明不白地用了一年時間申請簽
證。因為萬宣在印度沒有任何服事。
在漫長的等待中，萬宣建議他們來香港暫代白牧師夫婦和等候簽
證。由於安排倉促，他們來不及到香港接棒，遂於英國修咸頓交
接。因為白牧師夫婦回美國前，要前往英國探望雙親。如此失
預算下，上主有奇妙帶領。原本只是在香港服事一年，變成了
二三十年的服事！哈利路亞！

前排：李牧師子女。後排從左至右，
汪德雅姑娘、汪路得姑娘、李威廉牧
師夫婦。

待續...

財財政政報報告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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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月份收入
教會奉獻
個人奉獻
其它
總收入

$160,321.05
$ 11,622.01
$ 3,050.46
$174,993.52

2021年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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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636.79
$ 28,892.20
$
500.00
$249,600.99

5-8月份赤字
撥款購買辦公室基金
暫收項目
2021年4份結存
8月份結存

-$ 74,607.47
-$ 12,000.00
$ 11,000.00
$276,192.45
$200,584.98

營運儲備

$120,000.00

借貸給中浸

$100,000.00

購買辦公室基金

$440,66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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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活動花絮
教牧聚會

王牧師分享了早年「萬宣」在國內的工作，及在抗戰時宣教士仍定意留守直至最後不得不離開的故事。
從他們的生命，我們時常看見神的保守和開路，並使參與聚會的同工得着很多提醒和鼓勵。

第十二屆籃球賽(三人籃球)

今年的三人籃球賽事共分兩天舉行，參加的八隊球員均全力投入比賽。當中不乏比較火爆的片段，但各
隊也本着合一見証的心志完成賽事，實在難得。左起：冠軍：駿發花園浸信會B隊、亞軍：花園大廈浸
信會、季軍：駿發花園浸信會A隊、殿軍：宣道浸信會。

感恩與代求

1.

和樂浸信會
1. 感謝神！8月29日之聖經專題講座共有35人出席，透過
民數記讓我們更明白上帝的引導。
2. 感謝主！9月5日順利選出新一屆執事，求主引領執事
會商討教會新一年方向。
3. 記念執事會需因應疫情作妥善的應變措施，求主賜下
智慧，並引領各項活動的籌備。
4. 記念教會架構檢討小組，求主賜下智慧與能力按著現
有教會情況能作出合適的討論，為教會找到合神心意
的路向。
5. 記念教會聘牧工作，求主帶領合適牧者加入和樂事奉
團隊，一同牧養建立基督的身體。
6. 記念教會將會成立探訪隊，期望能定期探訪信徒及新
朋友,建立一個有系統化的關顧牧養，求主感動弟兄姊
妹樂意參與。
7. 記念10月31日(日)為本年度最後一次聖經專題講座，
講員：沈志雄牧師，求主感動信徒留時間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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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景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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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6.

7.

荔景浸信會
「暑期少年福音營」已於28/7至31/7在北潭涌保良局
渡假營順利舉行，共有14位少年人參加，感恩全部少
年人都決志信主，求主保守他/她們的信心，到老不偏
離。
感恩「秋季旅行」已於1/10假期在保良局大棠渡假村
順利舉行日營活動，共有40人參加。
感謝神，主日崇拜 出席已回復新冠疫情前的40多人，
但請記念部份較年長的肢體，因為身體健康的狀況已
不能參加教會聚會，牧者需按個別的需要作探訪牧
養。
感恩近月有兩位中心會員決志相信耶穌，亦穩定參加
聚會。
長者中心在9月份開設新服務，名為「傾傾談談解煩
憂」，邀請牧者作心靈導師，接受長者會員預約，
使教牧能夠關顧會員的心靈需要及使會員認識基督信
仰。
教會牧者在星期六早上負責的長者中心活動—「豐盛
生命小組」在9月開始，請得王培基牧師來講授新的課
程，名為「大使命，小故事」，講述ABWE西教士來中
國傳教及在香港建立教會的動人心靈故事，讓中心會
員及信徒都大得鼓勵。
仍然為兩位牧者在神學院進修禱告，讓他/她們能得力
面對各樣屬靈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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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