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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名為聖，願你國度降臨，願你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了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金巴崙長老會【2020 年 10 月】  

區會 

1.  緊急支援基金財務報告  

鑑於疫情原故，區會希望與會眾同行，所以在 4 月份區會成

立了港元一百萬元的「金巴崙長老會香港區會緊急支援基

金」以幫助本會各堂肢體面對失業引起的經濟需要；截至 9

月 30 日，我們所收得的奉獻是 212,338 元，而申請基金的

人次是 28 人，基金支出是 492,000 元。所以現在基金餘額

為 720,338 元。希望有感動的肢體繼續奉獻，使這基金成為

更多家庭的祝福。  

2.  同工消息  

洪小琪牧師已於 9 月 5 日成為禧臨堂義務署理堂主任，求主

加力給她，帶領教會成為元朗區的祝福。  

甄樂宜姊妹將於 10 月 1 日正式成為道顯堂的全時間傳道同

工，牧養青少年，求主大大地使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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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堂 

1.  各項事工  

為着澳門堂已全面恢復各項事工而獻上感恩，並求主繼續祝

福引領澳門堂進入合一的軌跡。  

2.  青少年導師  

香港古寶利姊妹已於 9 月初抵達澳門堂恢復青少年牧養服

侍，讓一眾青少年可在新學年開始之先恢復小組生活。也求

主祝福古姊妹在澳門的適應。   

3. 洗禮／堅信／轉會禮   

將於 10 月 18 日舉行洗禮、堅信禮及轉會禮。  

洗禮：黃憲耀、李淑芬、李巧詠、徐芷晴  

兒童洗禮：鄭筱澄  

嬰兒洗禮：趙允曦、陳樂行、羅信恆  

堅信禮：譚逸朗  

轉會：鄭焯基、方景麗  

長洲堂 

1. 聖雅各福群會第 73 次精神復康崇拜，日期 9 月 28 日。  

2.  2020 年金齡崇拜日期：10 月 7 日、11 月 4 日、12 月 9 日。 

3.  張天龍弟兄已於 1 月 15 日完成慕道班四堂課，即將進入洗

禮班課程。  

4.  東明護老院中秋送暖行動，日期：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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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堂 

1.  宣教部 9 月 26 日  （周六）下午 2:30，有 16 位弟兄姊妹參

加探訪，分作六隊。我們今次向以勒基金取了 60 件月餅，

分作 15 份禮物（每份再加 2 個橙和福音單張）探訪派發，

實踐愛鄰舍的心。  

2.  新一屆堂務會成員的選舉將於  10 月 18 日（主日）崇拜後舉

行。   

北角堂 

1.  隨著政府的新公佈，教會將在 10 月份陸續恢復實體聚會，

祈求主看顧和保守弟兄姊妹渴慕敬拜的心。  

2.  原定在 9 月份開始 2021-22 年度堂務委員的選舉日程，現

將延期至約 10 月中開始，願主預備和揀選祂的僕人，帶領

弟兄姊妹同行服侍主。  

3.  10 月 25 日是福音主日，求神預備領受恩典的慕道者，同得

福音的好處。  

道顯堂 

1. 在疫情下，我們禱告求主醫治，讓香港這個城市回復健康，

從而教會也可恢復所有聚會。信徒學習在不同危機中依靠

神，經歷神更新教會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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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會維修工程已經展開，包括影音系統、廁所、電力、枱椅

等，預算費用約 60 萬，盼於 10 月內完成，讓教會有更佳的

地方及設備，促進一同敬拜、學習、相交與佈道的屬靈果效，

求主保守有關工程可以順利完成。  

3. 感謝主的帶領！甄樂宜傳道於 10 月 1 日上任，成為青少年

教牧同工，負責有關佈道及牧養工作。求主幫助她有美好的

適應，使用她的經驗及恩賜，建立青年人的生命。  

4. 面對 2021 年的來臨，是順是逆全在於神的手中！各教牧同

工開始計劃新一年事工的安排，求聖靈賜下智慧、方向及力

量，計劃於人心中，帶領於神手中，願聖靈更新教會！  

沙田堂 

1.  由 9 月開始，中國宣道神學院神學生林凱倫姊妹 (Helen)將在

教會實習至明年 5 月，求主祝福姊妹的服事和神學院的學

習。  

2.  教會同工及領袖於 9 月 15 日參加了「微教會網絡異象分享

會」，一齊探討及尋求上帝藉疫情及社會動盪，對香港教會

心意。  

3.  紅點核心團隊於 9 月 16 舉辦疫情後第一次 zoom 會議，有

美好分享，並一同尋索紅點的異象，繼續在地區成為基督的

燈台，在各處建立微教會 (ekkl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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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臨堂 

1.  感謝主的帶領和供應，讓寶臨堂可以繼續祝福社區和有需要

的弟兄姊妹：  

A.  祝福鄰舍  －  送贈祝福包  

感恩神多多的供應，讓寶臨家在逆境中，與有需要街

坊、寶臨家老友記、慈惠服侍對象，共享資源，為他們

加力打氣，讓他們認識主耶穌。  

B. 愛心行動  —  電腦捐贈計劃  

今年學生們受著疫情的影響，開學禮、上課堂需改為網

上進行，電子器材成為學生們上堂的必需品。感恩寶臨

家能成功向「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申請到資源（手提電

腦及平板電腦），來祝福我們當中有需要的少年人。  

C. 開學打氣包   

青年牧區為了給新學年度的學生們（中學及大專生）打

打氣，為他們製作「開學打氣包」，送上一份鼓勵及祝

福。   

2.  新一屆的洗禮班已於 9 月 27 日下午開始上堂，為期六堂，

求神預備參加者的心靈。  

禧臨堂 

1.  感謝主！ 9 月 5 日區會正式通過洪小琪牧師為禧臨堂義務署

理堂主任，求主賜洪牧師智慧和能力，帶領禧臨家建立主的

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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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事會通過聘任曾沛賢 Jason 弟兄為福音幹事，10 月 1 日上

任，與 Jurice 配搭發展中學生福音事工，並兼任行政工作。

曾弟兄於 2018 年完成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事工學院副學士

課程，即將完成兼讀神學學士課程，曾任小伙子青年社群事

工幹事。求主幫助 Jason，祝福元朗區的青少年人。  

牧民堂 

1.  9 月 13 日是迎點四週年點慶，感激主過去的帶領和恩典，又

感謝牧者們、弟兄姊妹忠心擺上。踏入第五年，求主繼續大

大使用迎點，在社區裡繼續作鹽作光。  

2.  9 月 18 日為牧民堂的異象尋求日，感謝主讓我們能在網上一

齊敬拜祈禱，共同為教會和各區尋求未來的發展方向。請為

蘇牧師和各同工禱告，讓他們能有智慧和策略去帶領和發展

教會。  

3.  在疫情及節期中我們仍派發福食券、月餅及月份牌鼓勵祝福

坊鄰，見証耶穌。  

4.  9 月 13 日起開始連續 6 堂會友班，神恩滿滿，今年有 37 學

員報名加入牧民家，願主堅固他們的心志。  

耀道堂 

1.  我們繼續推動全堂網上小組聚會，反應良好，讓我們無懼環

境限制，仍然彼此相顧。  

2.  中秋節前，教會為 90 多個未信主的家庭申請食物包及食物

券，並在 9 月 13 和 26 日派發，回應他們在疫情中的缺乏和

生活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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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IG-青少年崇拜已移步到星期六下午 4:30 進行，所有年青

人和導師正在適應中，求天父繼續使用 GIG-青少年崇拜，

成為更多青少年敬拜上帝的地方。  

4.  本月是我們的「家庭月」，主題為「疫」師「疫」友，四個

不同的講題和四組不同的見證，激勵我們繼續在家庭中經

歷上帝，見證上帝。  

5.  中秋節，亦是我們探訪弟兄姊妹和他們家人的珍貴時刻，

這段時間，我們共探訪了超過 45 個家庭和他們的家人，彼

此建立關係，並將福音傳遞。  

6.  回應耀道小學新的學年，「耀道草場」家長團契事工亦開展

了第一輪關心小一新生及他們的家長，家長團契的宣傳亦

相應推出，求主繼續使用，讓耶穌基督的愛可以傳遞到眾

家長，並為他們建立群體。  

7.  求天父繼續幫助同工們，在這段計劃來年事工方向的日

子，願天父賜下智慧和心意。  

青草地幼稚園  

1.  感謝天父的看顧，各級的小朋友及幼兒班新生於 9 月下旬復

課了，求天父祝福孩子們能早日適應在疫情下新學年的學校

生活，並與老師很快便建立良好親切的關係，一起愉快地學

習和成長。  

2.  本園正籌備 2021-2022 年度的招生遊戲日，遊戲日暫定於 10

月 24 日 (星期六 )舉行，求天父保守，期盼疫情能繼續緩和，

讓遊戲日能順利舉行，求主賜智慧、創意及加力量給我們的

團隊，並帶領更多孩子加入青草地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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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道小學  

1.  感謝神﹗學生們終於可以回校上課，求主保守大家有健康的

身體，賜各人在個人衞生上都能自律。  

2.  求主紀念仍在內地未能回港上學的學生，求主開路讓他們盡

快可以每天平安地上學。  

3.  香港的疫情每天仍有零星個案，學校恢復面授課堂，求主讓

學校在各種安排上都滿有從神而來的智慧及恩典。  

耀道中學 

感恩事項：  

1.  耀道師生在疫情中平安，並適應網上學習模式。  

代禱事項：  

1.  為世界各地的疫情進一步受控，保守醫護安全、謹守崗位辛

勤地照顧病人，以及病人能早日康復代禱。  

2.  祈求天父看顧分批復課安排，讓師生繼續有防疫意識，能安

全地在校生活，並重拾學習的節奏。  

3.  願天父祝福仍在家進行網上學習的學生能珍惜光陰，好好珍

惜網上學習的機會，盡力跟進學習進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