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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達強弟兄（文字資訊部部長） 

 
 

  

月訊 ─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文字資訊部 

2021年 9月號 

 
本會教會中心地址： 
九龍何文田勝利道 16 號金碧大廈 3 樓 
電話：27132528    傳真：27117180 
郵址：kpchurch@kpc-main.org.hk 
網址：www.kpc-main.org.hk 

各位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教會成立至今已有 63 年，在這段匆匆的歲月裡，教會經歷了很多大小不一的事情，漂流、安定、發展、辦

學、開辦分堂等等，當中都見到上帝不斷的恩典和帶領；亦看見弟兄姊妹和睦同心，投身於福音的工作。故

此，文字資訊部會設立一個不定期的專欄，名為「教會小史」。透過一些簡短的回憶文章，讓弟兄姊妹知道教

會過往的發展和一些未曾在教會正式文獻上記錄的事情；讓弟兄姊妹更認識教會的歷史和上帝在教會的作為。  

 

  第一篇文章是由本會榮休主任幹事顧麗萍姊妹記述本會第一個會址——教會會所的故事。本欄歡迎弟兄姊

妹投稿，分享教會歷史和團契生活中的各種點滴。 

 

  至於上一期值理選舉冷知識問答遊戲，得獎者如下：葉錦萍、高滿恩、徐婉嫦及高權偉。請得獎者下週開

始，崇拜後到地下圖書閣領取小禮物。 

 

 

 教 會 小 史   

會所小史 
顧麗萍姊妹（本會前主任幹事）          

                    

  教會於 1965 年 7 月 12 日購置會所，座落於九龍窩打老道 73 號 A 一樓，樓價為 84,000 元，用作教會辦事

處，及晚間聚會、團契聚會之用。由於當時本會弟兄姊妹要離開從前聚會的禮拜堂，四處租借地方聚會，大家

都渴望有一個固定的聚會地方。縱然生活艱難，大家都盡心奉獻，籌款不到 20 天，共得獻金 75,000 元，其中計

有金器、鑽石等飾物。 

 

  教會因有固定會址，便可向政府申請註冊為非牟利團體，由本會辦學先賢組成之建堂建校委員會，向政府

展開申請撥地建校的辦學傳福音計劃。蒙政府信任，本會至今能興辦四所學校，學生信主者眾，都是由會所開

始的。 

 

  我於 1977 年 11 月到本會任職幹事，當時，教會辦事處已搬離會所，遷到何文田巴富街 14 號五旬節中學停

車場內。當時會所有一位堂役三嫂留守及居住，負責清潔工作。她除了在會所清潔外，也要到巴富街教會辦事

處清潔。同時會所另又住了一位年長愛主的姊妹曾三姑，因她奉獻了她的廣東道居所給教會，而她是獨居的，

所以教會替她申請入住老人院，在等候入住老人院期間便暫住在會所一個房間內，有時堂役不在，她不時都協

助接待及接聽電話的工作。會所也曾成為會友的棲身之所。 

 

  當時，每週在會所舉行的聚會都很頻密，計有週三早禱會、晚上查經會、週五晚祈禱會、週六下午及晚上

青年團契聚會、主日晚堂聚會；亦有每月一次的週四成年部聚會，和主日下午隔週舉行的就業／伉儷團聚會

等；沒有聚會的晚上，又有不同部門的會議，會所使用率很高，聚會出席人數眾多，弟兄姊妹渴慕主道甚殷，

彼此認識，相親相愛。每逢青年退修會舉行期間，團契年青人不但爭先報名，就是年長的資深會友也義不容辭

的到退修會擔任導師。由籌辦至製作營冊年青人都一手包辦，他們在會所分工合作，有編寫靈修資料、分組等

等編輯工作；接著是一些人負責抄寫蠟紙，另一些抄寫詩歌的就要在蠟紙畫上音符，真不容易，最後要將蠟紙

掛在手搖的油印機上，逐張逐張地印出來，最後還要執張、釘裝成冊。每本營冊和詩歌本都是年青人的精心製

作，營會參加者都愛不釋手，現在教會歷史檔案中仍有存留。會所也曾成為年青人學習事奉主的地方。  

 

  然而隨著時代的轉變，大家生活緊張，晚間的聚會人數減少，很多青少年及成年團契都在巴富街五旬節中

學舉行，會所的功能只作晚間開會及週三晚祈禱會之用。直至 1995 年 2 月 25 日，教會辦事處搬往何文田勝利道

16 號金碧大廈 3 樓教會中心後，會所也就完成了它的一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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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研習會 
  已於 9 月 19 日下午 2:00 ~ 5:00 在本會禮堂舉行及
教會 Facebook 直播，講員為張雲開老師（建道神學院
聖經系副教授），而講題為《讀希伯來書的三條鑰
匙》，查考希伯來書，當天約有 77 位肢體出席，
Facebook 直播也有 22 位肢體觀看，同心學習。 
 

第四季主日學，開始接受報名 
（一）讀舊約，無無無難度 
   導師：吳志樂傳道 
   對象：適合信主一年以上的信徒報讀 
   簡介：很多人怕讀舊約聖經，或許當中關於舊約

聖經的宗教思想確實不容易掌握。可是，如果我
們能夠擁有一部似齊集遠攝及超廣角功能的鏡
頭，可以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深入淺出去
了解舊約的信仰思想，相信這樣會給與我們更容
易理解舊約聖經，從而喜歡閱讀它。 

（二）茶經班 
   導師：梁樹強弟兄、陳建銓弟兄、曾淑敏姊妹 
   對象：歡迎對《尼希米記》《以斯帖記》有興趣

或喜歡持續一卷接一卷、一章接一章讀聖經的肢
體參加。 

   簡介：《尼希米記》《以斯帖記》是被擄時期或
以後的作品。從被擄者的心情去讀，便會體驗上
主的帶領，體驗如何活出「歸神」的生活。 

詳情及網上報名：https://forms.gle/btBnNtnHXuBaVVz69 
備註：如果少於 5 人報名參加，該班主日學將有機會

取消，敬請留意。 
 

佈道部「漫步人生路」課程 
日期：2021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月 19 日 
（逢主日，共 8 堂）上午 11:45 ~ 12:45 
地點：207 室  內容：遊戲、分享、交誼 
網上報名：https://forms.gle/ivsb7LkRc8G5Dh7e9 
 

崇拜部「祈禱學習」安靜日營 

  透過學習「心靈讀經」禱告方法，更
深經歷主的話；學習安靜和獨處，享受與
神同在，並與肢體在聖靈裡互勉。 
日期：2021 月 10 月 30 日（六） 早上 10:00–下午 4:00 
地點：道風山基督教叢林（會議廳） 
導師：鄭世萍傳道（生命前線帆船事工） 名額：50 人 
營費：HK$120（已包括午餐及來往大圍站—道風山車費） 
詳情及網上報名：https://forms.gle/NjwipoRQRDBadm2w9 
截止日期：2021 月 9 月 26 日 
 

聘青少年福音幹事 
  協助少青牧區福音及行政事務，參與學校福音事
工，具個人工作、帶領小組、栽培佈道經驗，熟電腦
操 作 ， 須 周 六 日 上 班 。 請 繕 履 歷 電 郵 
kpchurch@kpc-main.org.hk（九龍五旬節會招聘用）。 
 

暫停所有球類活動 
  因疫情緣故，除教會崇拜活動外，學校暫不開放
進行任何球類活動，敬請肢體留意。 
 

教會奉獻 
  如經銀行或提款機存入獻金，或用轉數快（帳
號：kpc-offerings@kpc-main.org.hk）奉獻，請將存款單
據、奉獻者姓名及奉獻項目資料，現可 WhatsApp 至教
會新設置的手機號碼：9617-9567，以供朱姊妹（會計
同工）確認。如有任何查詢，可與教會辦事處聯絡。 
 

教會開設新 WhatsApp 群組 
  主要發放一些教會相關的資訊、聚會及活動資料。
有興趣加入群組的弟兄姊妹，可與教會辦事處聯絡。 
 

牧區動態 
 

少青牧區 
1. 2021-2022 的年度主題為「Youth for Youth」。 

2. 週六少崇 4inlove 的組長輔導培訓於 9-10 月進行，導
師為楊子盛弟兄。 

3. 主日少崇升中家長分享將會於 10 月 3 日（日）主日
學時段舉行。 

 

兒童牧區 
1. 製作關懷學校老師心意卡 
2. 詩班獻詩     
3. 肢體關懷：浸禮見證分享—潘秋菊 
     ：製作浸禮禮物 
4. 電影欣賞：施洗野人 
5. 團契：電車、中環街市、太空館電影（天外有天）、 
    （路過北角）展覽。 
6. 幼稚級故事：花媽媽的大紅布、為甚麼我不可以、

自私的巨人、謙虛派。 
 
 

文字資訊部：雲彩橋—主日見證分享徵稿 
  歡迎兄姊投稿，分享主愛，見證主恩。稿件可交給 
黃達強弟兄或教會辦事處。（電郵：kpchurch@kpc-main.org.hk） 
 

圖書閣 
  開放時間為每次崇拜前 20 分鐘及崇拜後 30 分鐘，
地點在感恩堂。肢體亦可自行到宗教室圖書館借閱書
籍，以自助形式登記。 
 

徵求家訊稿件 
  本期家訊主題：「Amazing Grace（奇異恩典）」，歡迎兄
姊按主題投稿，亦歡迎其他見證分享、讀書分享、書介等。 
 

喪告 
1. 何燕玲姊妹（樂年牧區）於 2021 年 9 月 14 日安息主
懷，現定於 9 月 30 日（四）早上 11 時於善寧之家舉
行安息禮拜，完成後，靈柩隨即奉移大圍富山火葬場
進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其家人！ 

 

2. 畢紹芬先生（張秀玲姊妹之家翁）於 2021 年 9 月 1
日辭世，現定於 9 月 27 日（一）在萬國殯儀館五樓
設靈（道教儀式進行），翌日早上舉行大殮，完成
後，靈柩隨即奉移哥連臣角化葬場進行火葬禮，求主
安慰其家人！ 

 

為教會守望 
 為本年度財政預算為港幣 11,859,000 元代禱，求天父

供應所需，收支得以平衡。 

 為今年教會主題「傳承使命、直奔標竿」禱告，求主
帶領每一位信徒，特別是教會領袖，不斷學習，矢志
遵行主所賜大使命和大誡命，同心建立健康的教會。 

 教會主日恢復實體崇拜並提供網上直播，求主帶領
及保守肢體愛慕親近上帝的心。 

 為周六 H2O 崇拜能夠適切牧養肢體，在屬靈的家中
彼此建立；以及為職青牧養及福音工作禱告。 

 為新一屆值理選舉籌備工作禱告，求主幫助整個選舉進
程暢順，以致在 11 月份會友大會順利選出新任值理。 

 為蔡凱琪姊妹及高可欣姊妹神學院學習生活禱告，
求主加能賜力，保守她們的神學生活及實習事奉。 

 為身體軟弱或因長期病患不便返教會的肢體祈禱，求天
父保守他們平安及健康，求聖靈賜喜樂為最佳良藥。 

  為教會弟兄姊妹的家人健康禱告，保守各人在患病
中能經歷神的醫治，在彼此代禱中得享平安。 

巴富街堂 

https://forms.gle/btBnNtnHXuBaVVz69
https://forms.gle/ivsb7LkRc8G5Dh7e9
https://forms.gle/NjwipoRQRDBadm2w9
mailto:kpchurch@kpc-main.org.hk
mailto:kpc-offerings@kpc-main.org.hk
mailto:kpchurch@kpc-mai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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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五旬節會聯會暉明堂 

 地下飯堂及 G02 室進行嘉年華會（攤位遊戲及小型賽
道搖控車），歡迎 J-Kids 邀約同學和朋友仔出席，查
詢可與基教部部長李浩然聯絡。 

8. 本會李燕珊牧師獲邀出席於本月 30 日舉行之聯校教職
員退修會，負責帶領詩歌敬拜、聖經默想及祝福。 

 

人事消息 
1. 【誠聘教會幹事】大專程度，中英文良好，中文電

腦，負責教會行政事務，需禮拜六及日上班，團隊精
神，勤奮 主動 及富責 任感，請 繕履 歷電郵 至
faiming@faiming.org.hk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暉明堂主
任牧師，資料只供招聘之用。 

2. 本會由 9 月 1 日起聘請會友杜偉豪弟兄擔任部份時間
會計幹事，主要負責本會會計實務。 

 

代禱事項 
 為福音主日及兒童福音主日暨 JK 嘉年華祈禱，求聖

靈引領我們邀約福音對象出席聚會，又求主使用當日
講員將福音辯明，領人歸主，更求主拖帶眾肢體同心
合意興旺福音，竭力傳揚真道。 

 為教會聘請幹事祈禱，求主為暉明堂預備合適的同工
加入團隊一起事奉，又求主拖帶現時幹事工作需要攤
分給各執事及同工祈禱，求主保守在此期間有限度運
作順利進行。 

 為約書亞青少年地帶現正進行中一生初信栽培祈禱，
求主保守十多位小弟兄姊妹順利完成課程，又求主拖
帶導師們的教導，使幼苗得以成長。 

創啟地區──小月宣教士（沙田堂） 
1. 感恩小月自今年3月3日離港，一切平安，感謝主的

愛、恩典和額外的供應。為小月適應炎熱天氣和雨季
祈禱。 

2. 感謝神差派一位菲律賓同工加入團隊，求主使他們成
為聖潔、合一、謙卑的器皿和管子，在Yum群族被主
大大使用。  

3. 為小月父母和弟弟的健康禱告，求主保守他們。 
 

創啟地區──晴風宣教士（沙田堂） 
1. 感恩晴風宣教士已平安返回工場棗鄉，他已搬進新的

住所，忙於整理和執拾新居及事奉。求主保守晴風儘
快能在新居安頓，並在餘下任期中能為主大大作工。 

2. 求主看顧在港獨居的母親，身體健康，早日信主。 
 

望道號──陳凱欣準短期信徒宣教士（沙田堂） 
  為陳凱欣姊妹宣教實習禱告，感恩姊妹於南非的訓
練已經完成，求主記念姊妹預備往福音船的一切安排。 

 

1. 有關 2021 年度聯會跨堂跨區生活營，因受疫情影
響，決定 2021 年取消舉辦，至 2022 年疫情有所進
展時再成立小組跟進。 

2. 有關 2021 年度青少年活動，定於 11 月 27 日（六）
下午二時三十分於暉明堂舉行，主題為「歸．
回」；是次活動邀請了播道神學院陳偉迦博士證
道，希望透過活動讓青少年重建人與人，及人與神
的關係。 

 

聯會會員堂宣教士代禱資料 
柬埔寨──李慧敏宣教士（粉嶺堂） 
1. 9 月 15 日學校將會恢復實體課，現在各省正密鑼緊

鼓準備開課，這邊的學校已經停了 1 年半多的課
了。 

2. 我們的大學生也準備從外省回金邊開課，參加網課
影響他們的學習進度。成效不太理想。 

3. 這裡天氣仍然炎熱，差不多每天都下大兩，雨季大
約至 10 月才停止。 

4. 感恩我們可以透過網絡進行崇拜、栽培及團契。 
5. 請記念她在港的父母親安好，身心健康！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聯會快訊 

1. 男士成長小組九月份聚會已於本月 3 日晚上於網上
舉行，全年主題：以生命回應神的召喚，是次內
容：「惡僕人：關係的扭曲」，內容﹕詩歌、查
經、分享、祈禱，共 11 位男士參加。 

2. 主日聖經學校「約翰福音（下）」於本月 5 日至 26
日（共 4 堂）下午小禮堂舉行，配合今年主日聖經
學校研讀約翰書信系列，透過約翰福音的神蹟進行
默觀，幫助信徒學習更認識耶稣是神。導師：李皓
（神學生），平均約 21 人參加。  

3. 明年度執事候選提名首輪投票已於本月 12 日截止後
進行點票，得票最多的 7 位將被選出，提名不分票
數，按會友編號次序排列，詳情請參閱壁報版，有
關提名之查詢請與執事會主席吳思鋒弟兄聯絡，提
名將列為執事候選名單。 

4. 長青區棕樹組團契於本月 14 日上午於 G07 校牧室
舉行，主題﹕記錄主生平的馬太，內容包括查考
聖經人物，反思個人生命的成長，對象：長者，
由黃佩華傳道負責主領，共 8 人參加。 

5. 九月份祈禱月會已於 18 日晚上 7 時於禮堂舉行，主
題「歡迎聖靈來」，為如何預備自己接受聖靈充滿
祈禱，並在聖靈裡禱告，當日出席共 24 人出席。 

6. 福音主日「走向生命光」於本月 26 日主日崇拜中舉
行，當日邀得麥耀光牧師（建道神學院輔導系副教
授），當日新朋友可獲贈福音禮物；查詢可與佈道
部部長林楚英姊妹聯絡。 

7. 兒童福音主日「奇妙生命光」暨 JK 嘉年華會於本月
26 日與成年區福音主日同步於小禮堂進行，會後於 

 

九龍五旬節會聯會粉嶺堂 

代禱事項 

 為五旬節靳茂生及于良發小學的校長、師生、職員們

禱告。 

 為李慧敏姊妹宣教的各項事宜禱告。 

1. 第二十三屆陽光學堂將於 9 月 19 日至 10 月 24 日，

逢星期日早上 10:00-11:30 舉行，此乃每年小學家長

福音事工之重點，主要服侍靳茂生小學之一、二年

級家長。 

2. 「你的價值？」（佈道會 X 以物易物）將於 9 月 

25 日下午 4:45 大專崇拜於教會禮堂內舉行，佈道

會完結後亦於陰雨操場進行以物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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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動態 

 
 

九龍五旬節會聯會沙田堂 

1. 九月五日邀請道風山基督教叢林靈修部主任，
陳誠東博士主領「親近主禱告體驗坊」，參與弟兄
姊妹都得到新的學習與體會，反應良好。 

2. 九月十一日舉行青少區家長組長會，計劃未來迎接
中一學生的事工。 

3. 九月十五日舉行教會祈禱會，主題是上帝的大能，
在默想神話語中領受禱告。 

4. 九月十七日於浸會園舉行林漢光中學中一福音日
營，教會弟兄姊妹及同工共 10 人協助擔任導師，與
中一學生建立關係。 

5. 九月中秋期間，教會宣教士關懷小組，分別與宣教
士晴風及小月家人飯聚慶中秋。 

 

代禱事項 

 為世界及香港的需要禱告，當中的紛亂及疫症，求神憐
憫，施展大能力控制止息，保守信徒的心堅定信靠主。 

 

 為教會的復興更新禱告，求主幫助沙田堂仍然堅守主
道，弟兄姊妹彼此扶持。 

 為沙田堂聘請牧者禱告，求神揀選滿有聖靈，堅守主
道的牧者作群羊的帶領。 

 為中一福音營完結後禱告，求主帶領學生願意接觸教
會並繼續認識信仰。 

 為本堂神學生甄萱蔚姊妹、鄧文恩姊妹及陳頌珩姊妹禱
告，願主使學習上有進深和得著，裝備將來被主使用。 

 宣教士晴風在工場棗鄉禱告，求主保守晴風的服侍能祝
福更多未得之民，並在餘下任期中能為主大大作工。 

 為宣教士小月禱告。感謝神差派一位菲律賓同工加入
團隊，求主使我們成為聖潔、合一、謙卑的器皿和管
子，在Yum 群族被主大大使用。 

 為陳凱欣姊妹宣教實習禱告，感恩姊妹於南非的訓練
已經完成，求主記念姊妹預備往福音船的一切安排。 

 遷，辭以情發—中國語文科跨科協作計劃」，獲教育
工作者聯會頒發 2021 優秀教師選舉「教育管理組」奬
項，頒獎禮於 9 月 5 日進行。獲獎同工分別有錢德順
副校長、溫紹武主任、黃麗萍主任、周綺婷副主任、
中文科及戲劇教育科團隊，恭喜他們，亦感謝他們的
努力和付出。 

 

4. 中一福音營 
 疫情緣故，本年度中一福音營只可以半日方式進行，

由中午 12 時至下午 6 時，地點在浸會園。由於只有
半天時間，活動內容以集體遊戲為主，過程中讓同學
彼此認識，也藉此機會認識沙田堂傳同工及肢體，期
望建立關係後，鼓勵中一同學返團契及教會，再與他
們分享福音。是次營會，所有中一學生均有參加，反
應理想。祈求天父使用沙田堂及我校同事，給我們機
會共同協作、努力，叫更多同學得著救恩。 

3 

5. 中文科重點視學 
 請大家特別為中文科同工、副校長及校長禱告。九月

初收到教育局視學組通知，將於九月底到學校進行中
文科重點視學，是這麼多年來首次的中文科視學。隨
著中文科主任溫紹武老師榮休，新的科主任周綺婷老
師剛接任，這次視學實在是一次考驗。執筆時，同工
正密鑼緊鼓地做好各樣準備，頒望教育局同工能給我
們正面評價，肯定我們在中文科的努力成果。 

1. 新同事 新團隊 
 本年度人事變動比往年多，我們聘請了八位新老師及數

位新教學助理，約佔整個教學團隊五分之一。我們隨即
意識到，我們正在建立一支新的團隊，未來數年在不斷
改變的團隊，實有需要多花時間彼此建立，加強認識。
有見及此，我們在 8 月 25 日下午邀請了基督少年軍為
我們主領 3 小時的團隊建立活動， 主題為「一校一團
隊」。基督少年軍教練與一眾同事玩了不少遊戲，我們
邊活動邊反思，同事反應比如期熱烈，積極投入，活動
後的回饋也十分正面。 

 

2. 開學日 半天課 
 隨著本港疫情緩和，本學年全港學校可以半天面授課

堂。九月一日開學禮，中一級以實體進行， 其他級別
則在課室透過校園電視台觀看直播。開學禮後為班主任
時間，各班在課室進行班務。除上述恆常活動外，有見
部份中六同學出現情緒、精神健康問題，輔導處特地舉
辦「中六級減壓活動」，透過減壓練習、情緒印章等藝
術活動，教導學生如何舒緩壓力，亦趁機會辨別一些較
有需要的同學。活動效果理想，亦能達至預防的作用。 

 

3. 優秀教師 
 感謝神！中文科與戲劇教育科以跨科協作的「情以物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九龍五旬節會聯會佐敦堂 

 招聘 

  堂主任或傳道一名：堂主任需神學畢業，成熟主
動，五年牧會經驗，負責教會發展及牧養成、長牧區。
傳道需神學畢業，成熟主動，兩年牧會經驗，負責牧養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 有 意 者 請 將 履 歷 近 照 電 郵 至
hr.kpcjc@gmail.com，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佐敦堂堂主任收
啟。資料只供招聘用，合則約見。 
 
代禱事項 

 牧者、同工及值理團隊身心靈需要及新同工的加入及適
應。 

 第29周年堂慶、新一屆值理候選人及第十屆會友大會。 

 青成長牧區小組主日事奉及11月27日聯會青少年慶典。 

 香港及全球疫情受控及疫苗注射，聚會及社區生活恢
復。 

 身體軟弱及患病肢體。 

1. 中秋節臨近，佈道部預備了一張留言卡，鼓勵大家
留言及簽名關懷日本宣教士馮景豪。將於中秋節前
和禮物一起寄出。 

2. 周三祈禱會於 9 月 15 日晚上 8 時至 9 時舉行，主題
「醫治的主」，王嘉豪傳道主領。同心禱告親近
主，11 人出席。 

3. 青成長牧區於 9 月份在教會突破中心 12 樓禮堂舉辦
了兩班（9 月 2 日周四晚上、9 月 4 日周六上午）粉
彩畫體驗班，主題「陪伴」及三班（9 月 9 日周四晚
上、9 月 11 日周六上午、9 月 17 日周五晚上）中秋
節期粉彩畫班，主題「中秋的日與夜」，各班分題
為「秋日下的慈愛」（詩 136:8）及「秋月下的慈
愛」（詩 136:9）。導師為連嬋華傳道，五班合共有
32 人參加，當中有 11 位新朋友。 

4. 本會聘請張樂茵姊妹為半職福音幹事及蔡廷軒弟兄
為半職助理福音幹事，兩位於 9 月 14 日正式上任，
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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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於 8 月 13 日上午舉行小一及插班生家長座談
會，向新生家長介紹本校辦學理念、校規、課程發
展、教學目標及方向等，以增進家校合作，共同培
育學生。此外亦為小一學生進行中、英、數能力考
核，以瞭解學生的學習程度，以便教學之銜接。 

2. 學校於 9 月 1 日舉行開學禮，歡迎同學重返校園。
當天馬慶輝校長以「珍惜時光」為新學年的目標，
勉勵學生要善用光陰，好好策劃這一年，靠著那加
給我們力量的主，向著目標邁進。此外亦設有介紹
老師及進行升旗儀式的環節。 

3. 本年度之學生輔導主題為「愛在靳小•愛在我
班」，繼續以建立正面的班本氣氛為重點，為學生
建立凝聚力和歸屬感。 

4. 學校於 9 月 6 日至 30 日舉行網上開放日，透過學校
網站向大眾市民介紹學校。開放日之內容包括校長簡
介學校、展示各科學習活動、校園生活剪影及以虛擬
實境方法為參觀者帶來親臨學校現場的感覺。 

5. 本校與九龍五旬節會粉嶺堂於 9 月 19 日至 10 月 24
日期間，逢星期日早上合辦 「陽光學堂」。教養
孩童，是父母的天職；可是懂得「養」，不代表懂
得「教」，第二十三屆陽光學堂以「培養自信自愛
的孩子」為主題，透過六次講座，協助家長及早在
教養技巧上裝備自己，用合宜的方法引導孩子，父
母不用做大吼大叫的爸媽，親子關係和諧，孩子也
能在正面和有愛的氣氛下成長。我們除可讓家長在
教育子女上得到支援外，也能讓教會弟兄姊妹有機
會接觸家長，帶領他們認識耶穌基督。 

1.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瞳心護眼計劃  
 本校公民及品德教育組在暑假期間帶領學生參與「香

港中文大學賽馬會瞳心護眼計劃」。計劃除了讓學生
學習到一些護眼知識外，亦學懂如何操作相關儀器協
助醫療團隊為受助的兒童檢查眼睛。在服務過程中，
他們能學習團隊精神，與小朋友建立良好的關係，體
驗到「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  

 

2.  中一暑期英語銜接課程  
 2021 年 8 月 9 至 13 日學校舉辦了中一暑期英語銜接

課程，以及有多名導師協助學生完成課程。課程旨在
透過不同活動如英詩創作、壁報設計及講故事等令中
一新生認識學校的環境及新同學；最重要是課程可引
起同學對學習英語的興趣。學生亦可藉此機會改善其
英語的讀、寫、聽、講技巧及對多個國家文化有更深
入的認識。學生均能投入其中並對課程有正面評價。
課程導師亦稱讚同學變得更自信及勇於運用英語溝通。  

 

3.  新生輔導日  
 2021 年 8 月 21 日為本校之新生輔導日，讓新同學認

識學校、班主任及同學，並建立團隊精神，對學校建
立歸屬感。當日除了各級新生外，家長們亦蒞臨本校
參與座談會。透過校監、校董、校長、副校長、宗教
主任、訓導主任、家長教師會主席及學校社工的介紹
與分享下，同學及家長對本校有了初步的認識。  

 

4.  教職員退修會  
 本校教師退修日於 2021 年 8 月 26 日在突破青年村進

行，退修日的主題是：「疫境求『傳』」，講員是舊
生、前教育部部長和校董—蕭柱石博士。蕭博士引用
詩篇 91:1-10 勉勵我們不要怕黑夜的瘟疫，要宣告神
是我們的山寨，我們要回到原點，與神建立良好的關係。  

 

5.  中一新生成長日營  
 2021 年 8 月 27 至 28 日本校與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為

中一同學舉辦迎新活動，活動包括：認識五旬節中
學、建立同學彼此支持的關係、培養同學面對逆境的
態度與能力及有歷奇遊戲的項目。  

 

6.  開學禮  
 開學禮已於 2021 年 9 月 1 日順利舉行，而本年度學

校主題為「正面人生樂滿途，創科探知建未來」，盼
望同學能建立積極樂觀品格，勇於探究精神，追求理
想，為自己建設美好的將來。  

 

7. 學校暑假及 9 月份工程  
在暑假及 9 月份進行了以下工程：  
➢ 疏通／維修地下污水渠     ➢ 洗手間換玻璃  
➢ 全校光觸媒塗層消毒  
➢ 2021 年 8 月 8 至 19 日 一、二樓男女廁（維修及

更換牆身瓷磚）、校門更亭（修補天花）、校工
休息室、男更衣室（修補天花及牆身）  

➢ 操場（牆身及柱位加裝防撞墊、更換地面膨脹
膠、更換鐵絲網） 

➢ 004 室、005 室、307 室、407 室：拉線（電線）工程  
➢ 001 室、002 室：更換地板及中間吊趟隔板工程  

 

8.  學生榮譽  
本校中文演辯隊於 2021 年 7 月 10 日在爭嗚盃中文辯
論比賽以大比數成績 0:9 勝出，3A 李曉柔、4D 陳思朗
分別獲得最佳反應獎及最佳辯論員。  
 

本校 3C 班張深彥同學榮獲「第 32 屆中學生閱讀報告
比賽」多媒體組亞軍。  
 

本校畢業生獲獎如下：  
谷政德、黃梓軒、林穎茵（2019）、呂曉彤（2020）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Dean’s List 學院成績優異榜）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五旬節中學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1. 2021 年 9 月 1 日（三）本校舉行簡單而隆重的升旗
禮，並由薛校長主持開學禮，向學生分享「逆境自
強」的訊息，勉勵學生在任何環境都要堅持學習或練
習，不要放鬆，總會有機會展現自己的亮點。 

2. 為讓小一學生適應小學生活，學校舉辦了「肩並肩」
活動，由小四學生，一對一帶領小一學生遊校園，又
安排小四學生在中秋節前夕贈送燈籠給小一學生，加
強小一及小四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實踐良好品格。 

3. 2021 年 9 月 10 日（五）是「敬師日」，學校製作了敬
師日短片，收錄了學生向老師表達謝意的心聲，並邀
請家教會委員到校致送禮物給老師，並利用早會直播給
學生收看，讓學生一同參與敬師日，向教師表達謝意。 

4. 因疫情影響，本校取消了開放日，改為幼稚園家長講
座，讓幼稚園學生及家長認識于小校園及課程特色。
感謝神！2021 年 9 月 11 日（六）當天天氣合宜，學校
分兩場講座進行，透過大禮堂實體講座及課室直播，
家長和小朋友都用心聽講，學校亦趁機利用五色佈道
向家長傳福音。 

5. 2021 年 9 月 11 日（六）學校舉行 21-22 年度網上校友
會聯誼活動及周年大會，約 80 位校友參與，除了報告
會務，亦鼓勵校友參加教會聚會，並在教會中成長。 

6. 本學年學校成功申請「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
劃」，支援數學科課程發展，提升教學專業。此外，
又成功申請「教育局主題網絡計劃」之「科學探究為
本的創意 STEM 教育」，發展本校 STEM 課程，提升
專業能力。 

7. 本學年學校繼續參加「全校參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
學生學校支援模式發展計劃（AIM）」，以及「醫教
社同心協作計劃」，善用校外資源，以支援學生成長
上的不同需要。 

8. 2021 年 9 月 27 至 29 日學校參與「陽光笑容流動教
室」，增加小一及小二學生的口腔健康知識及提升他
們掌握口腔護理技巧的能力。 

學校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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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快訊  

 

 

  

緬甸中部眉苗緬華聖經學院 
 

  目前，我們很擔憂！如果戰爭一旦發展到我們區

域，我們不知道如何是好！因疫情的緣故，緬甸仍然處

在封國封城封村封路狀況，要解散他們回家也不容易，

只有完完全全的交託給神來眷顧與引導！請為我們禱

告！ 

1. 請為我們目前需要儲備長遠日常生活物資與醫療用品禱告。 

2. 請為著學生與中心小朋友們處在戰區的家人與教會禱告。 

3. 請為著學院每日教師們的教學與學生們的學習服侍禱告，

讓我們都能在神的話語上茁壯成長。 

4. 請為緬甸國家人民們在疫情期間與戰爭之中，都能平安的

健康的跨過這道難關禱告！ 

5. 請為我們生活、工作、學習、健康所需禱告，求神賜下恩

典與憐憫！使我們在困境中一物所缺！ 

6. 請為我們的教會禱告，使教會有能力關懷貧困的弟兄姐

妹，讓他們在困境時期中不至缺乏，使主的名得著榮耀。 

7. 請為著各地教會禱告，求神賜恩給教會在困境中有能力關

愛鄰舍！救助貧困的人民，為主做美好的見證。 

 

緬甸中部眉苗發亮之家 
 

  謝謝關心和代禱，也告知貴教會的情況，有關緬甸

表面上看起來有些好轉，但實際上還是很亂，緬幣貶值

物價高漲，生活很困難。有許多人民無家可歸，食不充

飢，大小戰爭不停止，因疫情和政變政府管得很嚴，不

能外出。我們要做籃球場也是沒有辦法開始，因為工程

師不敢來做，我們也不敢請，球場的錢也用了一部分來應

急，另一部分在銀行也無法取出，請為我們代禱，謝謝。 

 

緬甸北部腊戌聖恩學校 
 

  現在緬甸情況更糟，疫情國情，求主憐憫，網絡常

不穩定，7/9 由民盟政黨組建的民族團結政府（NUG），

臨時總統杜瓦拉昔腊在線上發布講話，並宣布，從當天

起，緬甸全國進入緊急時期，NUG 旗下的 PDF 防衛軍正

式向軍方宣戰。同時要求緬甸民眾儲備糧食物資，盡量

不要出門。請在禱告中記念他們。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恩福神學院與選民事工差會合辦講座  
主  題：光明節講座：「先是猶太人！為甚麼？」 

日  期：2021 年 11 月 22 日（週一） 

時  間：晚上 7:30-9:45  

地  點：恩福中心 11 樓禮堂 

講  員：丁大衛博士 

見證嘉賓：丁大衛博士夫婦 

傳  譯：王大民弟兄 

     （選民事工差會香港分會會共同執行主任） 

講座內容：光明節點燭禮及其中彌賽亞涵意、分享得救見證、 

     詩歌讚美、主題講道、介紹選民事工差會事工 

聚會注意事項： 

- 坐位有限，報名從速。為配合政府限聚令，是次聚會

人數上限為 130 人 

- 進入恩福神學院時，請於正門登記「安心出行」 

- 聚會場內嚴禁飲食 

 

 

差傳祈禱會 
 

地址 日期 時間 

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 
本會辦事處（旺角運動場道 
21-27 號運泰大廈 2Ａ、 
近太子港鐵站Ａ出口） 

2021 年 
10 月 4 日（一） 

（每月 
第一周一） 

7:30pm 

查詢：28560463 
 

世界福音動員會 

2021 年 
9 月 27 日（一） 

（每月 
最後的周一） 

7:30 pm 
∣ 

9:00pm 

九龍深水埗北河街 
165- 167 號大利樓 11 樓 
（深水埗港鐵站B2 出口） 

網上祈禱會 

香港浸信會差會 

2021 年 
10 月 7 日（四） 

（秋季） 
7:30pm 

九龍塘聯合道 320 號 
建新中心一樓 

網上祈禱會 

國際猶福差會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25 號 
長利商業大廈 11 樓 1101 室 
網上祈禱會 

2021 年 
10 月 12 日（二） 

（逢雙月 
第二周二） 

7:30pm 
∣  

9:00pm 

中華福音使命團 

2021 年 
10 月 28 日（四） 

（每月 
第四周四） 

7:45pm 
∣  

8:45pm 

中福團辦事處 

（港鐵茘枝角站 B1 出口） 
九龍長沙灣瓊林街 111 號 
擎天廣場 12 字樓 B 室 
網上祈禱會 

選民事工差會 

2021 年 
11 月 16 日（二） 

（逢單月 
第三周二） 

8:00pm 
∣  

9:30pm 

彩虹喜樂福音堂 

新蒲崗大有街 3 號 
萬迪廣場 

8 樓 F,G 室 
（鑽石山鐵路站 A2 出口）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2021 年 
10 月 19 日（二） 

（逢雙月 
第三周二） 

8:15pm 
∣  

9:00pm 

聯會辦事處 

香港九龍長沙灣青山道 
128 號威利商業大廈 11 樓 
網上祈禱會-CISCO Webex 
認識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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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發亮之家福音外展事工禱告，他們常到山上服事，需

要購買一輛四輪轉動的越野車。 

5. 為蒙約教會，準備2021年建堂，約需美金六萬元代禱，

現正建築圍牆。 

6. 為計劃中需建圖書館、同工宿舍所需經費禱告。 

7. 請記念籃球場的興建工程。 

 （以上4至7項因受疫情影響，暫時擱置。） 

8. 以琳緬語教會於去年8月已有肢體奉獻買了地皮，現正

興建一個廚房，請記念。 

9. 為現今緬甸政變禱告，求主施憐憫、保守看顧整個緬甸

國民。 

 

緬甸──晏發朕牧師 

1. 請為我們目前需要儲備長遠日常生活物資與醫療用品禱

告。 

2. 請為著學生與中心小朋友們處在戰區的家人與教會禱

告。 

3. 請為著學院每日教師們的教學與學生們的學習服侍禱

告，讓我們都能在神的話語上茁壯成長。 

4. 請為緬甸國家人民們在疫情期間與戰爭之中，都能平安

的健康的跨過這道難關禱告！ 

5. 請為我們生活、工作、學習、健康所需禱告，求神降下

恩典與憐憫！使我們在困境中一物所缺！ 

6. 請為我們的教會禱告，使教會有能力關懷貧困的弟兄姐

妹，讓他們在困境時期中不至缺乏，使主的名得著榮

耀。 

7. 請為著各地教會禱告，求神賜恩給教會在困境中有能力

關愛鄰舍！救助貧困的人民，為主做美好的見證。 

 

緬甸臘戌聖恩學校──李添富校長 

1. 請為校長、副校長、校董、師生的身心靈禱告。 

2. 請為臘戌教會給予他們的關顧工作禱告，如師生的信

主、家庭需要等。 

3. 求神讓學生們能在學習尋找畢業方向的同時，能相信主

耶穌作他們救主。祈求神為他們預備能牧養的傳道及老

師。 

4. 請為本會與聖恩學校在福音事工上的伙伴關係禱告。 

5. 為他們所需經費禱告，求主帶領。 

6. 求主施恩憐憫帶領他們，賜恩福與他們。在政變情況

下，蒙主特別眷顧保守！ 
 
 

廣東河源市、清遠市 

1. 在現今疫情影響下，所有聚會時停時聚，請在禱告中記

念他們。 

2. 特別求神記念各堂的牧者、傳道同工在這時期有主的保

守和帶領。 

3. 興起每一位信徒家庭，特別是作為弟兄的一家之主能築

起家庭祭壇來同心仰望主，見證福音的大能。 

 

 

差傳代禱事項 
宣教同工消息： 

英國（東倫敦宣道會）—— 彭大明、彭黎燕芬 

1.  每月有兩次的實體崇拜，同步有直播，讓未能回到教會的

弟兄姊妹可以一同敬拜。 

2.  為我們仍有健康，又開開心的事奉神，感恩。 

 

英國（南倫敦宣道會）——岑偉農、岑阮幗雄 

1. 感謝支持我們 32 年的教會，願主大大賜福與這些教會，

好叫福音更加廣傳，使多人蒙恩。 

2. 以太和以仁已經獨立了。以太有兩個孩子；以仁仍是單身，

他們都有穩定的職業和教會生活。求神保守他們工作穩定。 
 

 

英國（曼城塞爾）——羅慶偉、羅林尹芝 

1. 由本年 9 月 1 日起辭任香港宣道差會宣教士一職。請記

念他們一家前面的路向。 

 

美國──建橋者--巴桑卓瑪 

1. 於 1991 年成立的建橋者在波士頓中國城社區機構眾多競

爭激烈的環境裏已經生存和發展了 30 年，祈禱求神祝福

建橋者，特別是巴桑卓瑪博士，讓他們在能力建立，項目

拓展，員工建立，外展事工以及與教會和機構的聯絡等領

域有所更新和突破。 

2. 為建橋者的董事、同工、合作伙伴和志願者代禱，讓他們

共同經歷和見證上帝豐盛的恩典、大能的作為和榮耀。  

3. 他們祈禱並相信上帝對他們社區的計劃，他們將活出他們

的信仰，並繼續在他們的國家和社區的任何困難時刻成為

上帝的見證人。 

4. 建橋者當前受到新冠肺炎的極大影響：他們沒有停止工

作。取而代之，他們迫切祈禱，堅守信念，迅速作出調

整，採取遠程工作和轉移兒童項目到網上進行。 

5. 祈求全能的上帝賜您和您的家人平安、盼望和得著神的護

祐！我們期待著 2021 年是一個蒙福而富有成果的一年，

成為我們上帝的見證，並為家庭和社區帶來祝福。 

 
 

東非地區（聖經翻譯）——莫先生夫婦 

  莫先生訓練摩利語譯經員理解顧問的評語和用英文回

答，求主賜耐性和智慧。 莫太太繼續與米圖語隊工處理譯

文，以提交顧問審核，請記念她與團隊及顧問的工作。 

 

緬甸──杜美華牧師 

1. 請為發亮之家、恩典之家、蒙約教會、怒江基督教會、

以琳緬語教會、錫安教會及門徒訓練中心禱告。 

2. 為發亮之家及恩典之家禱告。求天父讓一班小朋友能在

基督的愛中成長，神學生能接受栽培、預備心志作主的

工人。 

3. 為杜牧師禱告，求神加力帶領，讓她奔跑不疲乏，身心

靈健壯，亦求神賜下合神心意的接班人。 

差傳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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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 

信心認獻目標  651,300.00  

認獻金額（10 張信心認獻表）  59,900.00 

 

＊ ＊ ＊ ＊ ＊ ＊ ＊ ＊ ＊ ＊ ＊ ＊ 
 

 

差傳獻金奉獻（至 31/8/2021 止）  261,246.00 

減：總支出（至 31/8/2021 止）  (125,300.00)  

結存／（結欠）  135,946.00  

    

加：差傳獻金累積結餘（31/5/2021）  746,626.83  

    

差傳獻金總結餘（至 31/8/2021 止）  882,572.83 

 

 

 

洪韡樂傳道 同工手記 

6/2021－5/2022 
差傳獻金收支一覽表  
(截至 31/8/21 為止) 

 

為普世代禱 
 2021/22 年度差傳信心認獻目標為港幣 651,300 元。截至

31/8/2021 收信心認獻表 10 張，認獻金額為港幣 59,900 元。

實收奉獻為港幣 261,246 元。請為宣教經費奉獻禱告，讓天

國的福音得以繼續開展，更多人認識耶穌，並得蒙救贖。 

 為本會所支持之宣教士：莫曹家庭、晴風宣教士、 

小月宣教士、陳凱欣短期信徒宣教士、彭大明牧師、 

岑偉農牧師、羅慶偉牧師、李慧敏宣教士、晏發朕牧師、

杜美華牧師、建橋者執行主任巴桑卓瑪博士之身心靈及事

奉禱告。 

 為本會清遠及河源事工代禱，並請記念黎世鳳牧師、 

黎翠嬋傳道、陳海霞牧師、葉敬蘭傳道、林樂慈牧師、 

楊美珍長老、朱政婷傳道、李鎮富傳道、曹玉妹傳道及各

堂委的身心靈。 

 伊斯蘭已成為英國第二大宗教，穆斯林達 312 萬，佔人口

4.8%，並且不斷增長，清真寺超過 1000 間，不少由基督教

堂改建。為英國的教會及基督徒復興祈禱！讓他們能有信仰

的熱誠和盼望，見證和傳揚福音。（摘自英國每日郵報） 

每日一啡 
 

  記得讀神學的時候，身邊有兩位同學每天都會沖一
壺手沖咖啡。我起初對咖啡不感興趣，但為著上課更集
中，每天第一個小休，我都會飲一杯由同學親手泡製的
手沖咖啡。不經不覺，「每日一啡」就成為了習慣。為
了延續這習慣，畢業後我買了一套入門級的手沖咖啡工
具。久而久之，我開始對自己所沖的咖啡有要求，試著
鑽研一杯好的手沖咖啡是如何沖煮而成。現在，「每日
一啡」除了幫助我提神，它亦漸漸成為我每天享受的小
時光。 
 

  7 月份，我、Carly 以及另外幾位神學同學參加了一
個一連 4 堂的咖啡興趣班。從認識咖啡豆的理論課，到
嘗試各種沖煮咖啡的方法，每堂都有新嘗試，新體驗。
即使眼界擴闊了，我依舊想要選擇手沖咖啡。手沖咖啡
吸引之處在於它的可變因素甚多。例如：處理果實的方
式及其出產地、烘焙度、研磨成粉末的粗幼度、水質與
水溫，還有濾杯的設計及材質等等。（咖啡確是一個深
坑。）沖煮方式更是改變咖啡味道的要素之一。普遍網
上流傳的方式有兩種，分別是「一次注水」和「斷水
法」。對比這兩種方法，「一次注水」就是經過「悶
蒸」，然後在「萃取」時只注水一次的方法。「斷水
法」大致相若，分別在於可按個人喜好，以不同比例及
次數注水，最後輕輕搖勻咖啡，使其味道均勻融合。以
一壺 300 毫升的咖啡為例，在咖啡粉上分 3 次各注入
100 毫升水。前段 100 毫升的咖啡，酸感會較重。中段
的甜味則較明顯。後段的味道相對較淡，有少許回甘。 

此外，同一種豆，以不同方法沖煮的話，前者的味道
會偏甜，後者則是酸感較強。此外，因為分段注水，
濾滴效果會令味道的層次感更鮮明。 

 

  興趣班完結後，我更珍惜每日這段小時光。由製
作到飲用，每天短短數分鐘已經漸漸變成了我安靜思
考的時間。記得有次我飲一杯自製的手沖咖啡時，我
不是思想它的品質如何，亦不是檢討這杯咖啡的沖煮
過程和細節，而是嘗試評價自己的人生。所謂「三十
而立」。我回顧人生每個階段，當中印有深刻的片段
和回憶，各自標誌著這三十年的種種，裡面蘊藏不同
感概。雖然我不能將上述的三個階段直接地套用於我
的人生，但經過過濾，萃取，搖勻而製成的咖啡，的
確如人生一般，蘊藏著裡面應有的味道。 

 

  我安靜坐下，好好細味這杯咖啡，試著去回顧我
的酸、苦澀和甘甜…… 

 

  三十而立，如何評價人生，如何評價一杯咖啡，
或許我們都需要一套客觀的審美觀。你若問我：「一
杯好的手沖咖啡是如何沖煮而成？」我此刻選擇以咖
啡豆包裝上的標籤作為我「每日一啡」的小目標，希
望我沖煮的咖啡能擁有標籤上的味道。至於人生，盼
望繼續萃取上主的真理，他朝能被這位絕對的他者品
嘗我這杯小小的「每日一啡」。 

 

（洪傳道為本會少青牧區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