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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並沒有忘記烏克蘭
蔣偉堂先生

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的名。詩篇 20:7

當導彈在「萬國宣道浸信會(ABWE)」
西差會宣教士蘇科的房子不遠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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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時，蘇科知道這是要離開工場的時
候。在他一家抵達鄰國摩爾多瓦後不
久，蘇科Sukos 加入了當地的教會難民
事工。初時，我們主要幫助非洲人，試
圖協調他們越過邊境。他們可以在這裡
得到交通工具，然後他們一到這裡，我
就會帶他們去教堂休息或帶他們回家。
最初幾天左右，我有大約 30 名非洲人經
過這所房子，蘇科說。使用 ABWE 捐助
者提供的資金，該團隊為教堂的避難所
和團契大廳購買了 55 張氣墊、日常膳
食所需的雜貨、運送難民的 9 人座麵包
車，以及為那些試圖前往歐洲其他地方
的人購買火車票。幾天過去了，烏克蘭
蘇科教會的成員繼續給他打電話尋求幫
助。很快，教堂裏人滿為患。那一週，
一位當地教會成員向盡可能多的難民開
放了他的房子。一天之內，就有20多
名難民搬進來。教堂已經敞開大門，讓
烏克蘭人留在那裡。神沒有忘記他的子
民。幾天之內，教堂再次住滿人，而且
還有更多人正在路上。蘇科的一位來自
烏克蘭的學生、一位印度交換生打來了
電話說，他已經把三輛公共汽車裝滿了
150 人。但神已有預備了，他們在當地軍
營受到接待後，這些人能夠在回家的路
上休息，蘇科也能夠探望他們，與他們
一起祈禱並鼓勵他們。

疲憊而忙碌的蘇科和他的團隊照顧了
數百名難民。每個人，無論是印度

教徒、穆斯林、天主教徒還是福音派基
督徒，都為他們祈禱、關心和鼓勵。通
過他們的難民事工，他們接觸到了來自
白俄羅斯、尼日利亞、喀麥隆、埃塞俄
比亞、希臘、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
伊朗、中國、尼泊爾、印度等地的人
們。這些外國人對對他們的關心感到驚
訝，因這些服侍主要來自教會。這是一
個有力的見證，我相信當這些服侍與之
前的關係和未來持續的見證結合時，它
會更有力量。該團隊將難民與歐洲各地
的教堂一一聯繫起來，幫助他們安全地

前往下一個目的地。而且，當人們經過
教堂時，他們的人生因教會在他們生命
中最艱難、最脆弱的時刻所表現出的善
意和關懷而改變。蘇科不時接到由世界
各地由這些難民的父母打來的電話，對
他們說謝謝！「非常感謝你照顧我的孩
子。感謝您確保他們安全離開！」通過
這一切，他們看到了神大能力，比任何
軍隊都強大。

烏克蘭教會的忠誠並非憑空而來，多
年宣教士的服侍打下了堅實的福音

基礎才導致了這些改變。鐵幕倒塌後，
許多ABWE宣教士感覺到上帝在呼召他們
為烏克蘭和周邊國家服務。他們專注於
建立教會和栽培門徒，他們知道，烏克
蘭教會必須能夠在沒有宣教士存在的情
況下也可完成教會的使命。宣教士為烏
克蘭信徒做好準備，迎接他們不再存在
的那一天。神也賜福他們的事工，在各
地人們將自己的生命獻給了基督，很多
人在困境裏看見了因福音而來的盼望，
因神沒有忘記他的子民。

盼望我們也可以在充滿挑戰的年日，
繼續因耶穌基督的愛，幫助身邊的

人像歷世歷代的信徒一樣，跑完我們在
世的路程。
ABWE 西差會支援鳥克蘭的難民事工
https://www.abwe.org/work/projects/
ukraine-crisis?utm_source=UKR22UB

神是我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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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宣來華七十年(十九)

第二間教會

王培基牧師

前文提要：李牧師在居所附近的學校傳福音，並且在德明中學任教，領人歸主。

十字架山浸信會1958年浸禮

李牧師夫婦與女兒 Rhoda

1956年9月16日 (星期日)，七位弟兄姊妹加上李牧師女兒Rhoda ，八歲，受浸。同年10
月 7日 ( 星 期 日 ) 他們與當日受浸的弟兄姊妹一同領受聖餐，組成了十字架山浸信會 。 萬 宣 在
香港第二間教會正式誕生。*
李 威 廉 牧 師夫婦在代禱信，記述教 會第一屆浸禮。浸禮前幾日降雨連連，浸禮 的 早 上 天
朗氣清。李牧師夫婦一早執拾居所，預備聚會的地方。一家四口清晨7時出門，去到荔枝角海
灘，與弟兄姊妹匯合。浸禮完畢，於9時30分回家，教導主日學。為何要在清晨舉行浸禮？
十字架山浸信會黃任榮弟兄分享，當年生活艱難，一週工作七天，星期日也要上班。他也
是清晨受浸，受浸後便去上班，下班後，出席晚堂聚會。
早 年 宣 道 和十字架山浸信會的浸禮 大多數在貼近巿區的荔枝角海灘或土瓜灣大 環 泳 場 舉
行。物換星移，滄海桑田，我們只能夠從老地圖或老相片重見昔日的海灘。
*對於地方教會成立的日子，有不同的演譯；其中一個是，當跟從耶穌的群體施行兩個浸禮和
主餐就成為地方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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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聯會總預算支出為$848,6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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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4月份收入
教會奉獻
個人奉獻
其它
總收入

$148,080.10
$ 13,160.00
$ 3,600.00
$164,840.10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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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298.46
$ 10,422.00
$ 23,079.10
$ 2,562.50
$255,362.06

1-4月份赤字
撥款購買辦公室基金
暫收項目
2021年12份結存
4月份結存

-$ 90,521.96
-$ 12,000.00
$ 7,810.00
$245,865.26
$151,153.30

營運儲備

$120,000.00

借貸給中浸

$100,000.00

購買辦公室基金

$464,7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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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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浸信會神學院

1. 感謝主！6月5日教會43週年會慶感恩崇拜順利舉行，祈
盼主的榮耀於社區中彰顥，引領更多人歸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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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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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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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記念教會提名委員會將展開新一屆執事提名，求主保守
會議並感動弟兄姊妹樂意承擔聖工。
6. 記念教會推行之《讀經運動》及《背經運動》，求主使
用讓弟兄姊妹能明白順從真道，在生活中靠主得勝。

1.感謝主帶領學院於5月7日順利擧行獻身研討日，願主感
動參加者明白及回應神的心意。並請為神學院2022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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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請繼續記念學院透過教牧進修課程
讓教牧有進深的學習；而信徒造就課程能成為建立信徒
生命的幫助。
2.感謝主帶領神學生完成了一年的學習，隨後於7月份開
始暑期實習，並求主幫助同學在新一年度有強健的身心
靈，繼續接受裝備。
3.畢業禮將於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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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美好的適應。
4.2022讀經營將於6月30日至7月1日(四至五)在神學院舉
行，主題為「你信神蹟嗎？- 約翰福音神蹟面面觀」，
請為講員任志明博士的預備、聚會的安排禱告，並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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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Ky0py
5.學院現正編輯及排版製作由王培基牧師編寫有關聖經地
理及背景的新書《天經地理》，求主保守幫助新書能按
進度出版。
6.感謝恩慈的主，感動肢體及教會幫助神學院所需，保守
5月份有足夠的供應，在未來數月仍會面對比較嚴峻的
經濟壓力，願主繼續幫助神學院經濟所需，請大家切切
記念。

荔景浸信會
1. 是神的恩典，教會重建已經九週年，我們每一天都經
歷著神豐盛的恩典，感恩崇拜訂於6月5日(主日)上午
10時舉行，讓我們同高歌讚美，同歡呼感恩，同見證
主愛！
2. 荔景長者鄰舍中心和教會將在今年的第四季搬到荔景邨
新興建的一座出租公屋，其中預留了一個社福設施單
位讓中心調遷，比現在的地方面積增大了一倍(約有
4500呎)，又會有540戶新鄰舍住進荔景這個社區，所
以我們正作準備，要把握這個傳福音的機會。在這兩
年的新冠疫情和社會轉變的陰霾下，教會普遍都沒有
增長，在人看來，我們能夠擴展簡直不可能，所以我
們在荔景事奉的路上又將繼續見到神蹟！
3. 因應第五波新冠疫情舒緩，教會負責長者中心的班
組：「豐盛生命小組」、「喜樂歡聚」及「傾傾談談
解煩憂」都已在五月底恢復。
4. 「小學功課輔導班」亦已在24/5恢復，請記念各小學
生的學習，及從導師身上見到耶穌。
5. 感謝主，賜朱傳道和陳姑娘身心靈都有力量，又能在
神學院進修，盼望能夠學以致用，用於自己能更新靈
命，用於教會能牧養羊群。
6. 記念教會的獨居長者的生活起居，或住入護老院舍的
肢體能夠適應新生活。

聘
烙恩浸信會
誠聘傳道
五十人教會，負責婦女、兒童及青少
年等事工。
若有合適人選，歡迎轉介或鼓勵申
請。謝謝！
履歷請寄至amosli2512@gmail.com，
查詢請聯絡李傳道(9346 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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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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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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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