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本會堅樂堂 50 周年的感恩慶典。當我
們翻閱堅樂堂的歷史時，會發現堅樂堂的成立
與教育工作有著密切的關係。當年挪威宣教士
和香港的同工，洞悉到當時香港人口佔百分之
二十是二十歲以下的青少年，在經過禱告後，
認定以教育為媒介，接觸青少年。一方面希望
能培育他們的品格；另一方面希望能在他們身
上播下福音的種子。在同工的努力下，不單成
立了一間私立的堅樂牧師紀念中學（堅樂中學
前身），更因青年人接受福音，而成立了堅樂
堂。香港聖約教會的麗道堂、堅中堂、麗晶堂、
恩臨堂、豐欣堂、盛恩堂及恩樂堂都曾經或仍
然與教育有關連。

今天香港的教育制度已完善，兒童及青少年都能

在政府的教育政策下入讀不同的學校。然而，在

一些相對落後的國家，讀書仍是遙不可及的事。

他們需要非常富裕，才能夠上學。就如香港聖約

教會一直關心的柬埔寨，大量的孩童不單沒有上

學的機會，他們更終日在街上流連，甚至以行乞

為生，更惡劣的是參與在偷竊或販毒等犯法行為

中。故此，不少差會或機構都在柬埔寨積極辦學，

為 孩 童 們 提 供

上 學 的 機 會。

在 有 限 的 資 源

下， 有 些 學 校

很 有 規 模， 但

有 些 只 能 以 補

習 社 的 形 式 進

行。 但 無 論 如

何， 他 們 都 希

望 孩 童 能 有 學

習 的 機 會， 不

單是在知識上，也是在品格上，更是在認識信仰

上。就如昔日聖約教會投放資源，悉心栽培不少

聖約教會肢體一樣。

有見及此，差傳委員會希望能推動香港聖約教會

弟兄姊妹關心「金邊合一基督教會」建立的培基

學校，支援在校的學童。香港聖約教會多年來與

「金邊合一基督教會」有緊密的接觸和合作，教

會約 2015 年開始動用資源，為有需要的孩童提供

『聖約人，動起來，齊助學！』



學習機會而開辦「培基學校」。現時培基學校有

63 學童，他們大部份活於家境貧窮的處境下，沒

有機會上學。金邊合一基督教會為了建立、造就

他們，聘任老師為他們提供學習機會。雖然教會

向他們收取很少的學費，但他們大都未能應付，

因而不再上學。

除了「培基學校」外還有由女宣教士所建立的「豐

榮女子學校」，於柬埔寨女性極度不被重視，她

們往往成為貨物被販買、被嫁到遠方，或被迫留

在家裡照顧家庭。她們沒有機會學習，「豐榮女

子學校」為她們提供全人教育，女孩子能夠有機

會學習保護自己，明白她們都是寶貴的。今年學

校已有了第一班小學畢業生，也培訓出當地的老

師，希望會有更多在困境中孩子可以繼續上學。

讓主耶穌的教導，感動我們回應！
義人就回答：「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吃；渴了，給你喝？
甚麼時候見你流浪在外，留你住；或是赤身露體，給你穿？又甚麼時候
見你病了，或是在監獄裏，來看你呢？」王回答他們說：「我實在告訴
你們，這些事你們做在我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馬太福音 25:37-40

『聖約人，動起來，齊助學！』

差傳委員會希望能透過奉獻和禱告祝福「培基學

校」和「豐榮女子學校」的孩子。讓孩子感受到

「愛」及學習去「愛」是很需要弟兄姊妹的「愛

心」支持，除了學費上的奉獻外，更希望「關懷」

的奉獻，透過「愛心小卡」、「節慶禮物」、製

作「全意影像」與他們見面，更希望的是「柬埔

寨短宣」可親身接觸孩子們。讓我們這小小的行

動來改變孩子的未來。給他們一個機會，建立他

們成為「基督」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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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和太太去配眼鏡，先要驗眼，除了可驗

出近視、老花外，驗眼師亦會初步檢查其他

眼疾。現今長者有醫療券，因此按需要，配

了一副眼鏡。年紀大了，視力、體力都難免

衰退，大不如前；眼睛所見日漸模糊，精神

亦覺今非昔比。

近日在看有關《申命記》的參考書，提到聖經有

這樣的記載，「摩西死的時候，年一百二十歲，

眼目沒有昏花，精神沒有衰敗」( 申 34:7)。摩西

活到 120 歲，臨終時仍是視力良好，精神十足，

實在令人羨慕。 

該參考書的作者分析稱，「眼目沒有昏花、精神

沒有衰敗」這兩句句子，不單是描述摩西的視力

及體力，更指出，摩西的精神沒有衰敗，是因為

眼目沒有昏花，即是上一句是因，下一句是果；

而摩西之所以在晚年仍然精神抖擻，是因爲沒有

忘記甚或沒有失去年青時的理想。

聖經中描述，摩西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經常會

遇到各種困難與挑戰；有時他缺乏信心去作帶領

的工作，有時甚至懷疑自己的領導能力。但是，

據作者表示， 摩西始終對 神，和對自己的事奉

並沒有失去信心；因為他清楚知道自己的召命，

清楚記得上帝與

他的對話。在幾

十年的帶領工作

中，他看見了上

帝的真實和幫助；亦因著他曾親眼看見，以致即

使年紀大了， 一切仍歷歷在目，記憶猶新。眼目

既然沒有昏花，能看得清楚，因此精神沒有衰敗，

仍可以繼續熱切的事奉。若作者的分析正確，我

們從中可理解到，摩西在年老臨終時，仍見到上

帝的恩典，仍不忘昔日的召命，以致生命充滿活

力，盼望，精神亦因此沒有衰敗。

 

《申命記》中記載，摩西召集以色列民，對他們

講話；而他這裏所講的說話，與他在《出埃及記》

中，與民眾所講的，同樣是充滿熱情，充滿熱切

的希望。

 

由是觀之，在信仰生活中，年紀越大，應該是經

歷越多，越能確認上帝的實在，更多感受得到上

帝的恩典。

但願在信仰生活中，年紀縱然不斷增長，甚至自

覺老了，但是，精神卻不會衰敗；因為眼目沒有

昏花，我們仍清楚看見上帝的實在，清楚記得上

帝不斷的恩典，以致能更有力去活出祂的召命。

[ 參考資料 Jonathan Sacks, Deuteronomy: Renewal of the Sinai Covenant (Maggid Books: 2019) pp.370-371]

楊立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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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會恢復實體崇拜 2020.10

堅中堂 10 月 11 日面對面的崇拜

麗道堂 11月 29日主日崇拜

崇拜同時在網上轉播

堅恩堂11月22日實體崇拜

44



堅樂堂 50 周年堂慶感恩崇拜 2020.10.18

感恩崇拜同時在網上轉播

崇拜後大合照

崇拜後講員與同工及兄姊合照

55



聯合水禮 2020.10.25

2020.11.18 傳道同工郊遊聚會

接受水禮的兄姊與同工一起合照

疫情下的水禮

當天採用灑水禮

傳道同工們共享秋日郊遊之樂 盡情投入童真的遊戲

6



堅恩堂 

（崇拜）新界沙田顯徑邨顯運樓地下青年會內

 

1. 為著教會在疫症中各人仍可保持肢體相交，在視像與網上
    交流中，各人有團契生活。
2. 為著教會應在3月份的會友大會及堂委選舉，能有智慧地
    安排合宜。
3. 為著教會在奉獻上不足，求主預備。 

1. 記念本堂聘請牧者的需要。
2. 求主賜予事奉團隊有聰明智慧，在再次暫停實體聚會期間，可以妥善地處理好
    堂會事務和關顧服侍。
3. 願主在轉趨嚴峻的疫情下保守各人，特別是病患和長者，有主的保守和看顧，
    必然安然面對。
 

遠東堂 

九龍尖沙咀山林道 18 號栢豪商業大廈 13 樓

1.  2021年1月31日舉行會友大會，並選出新一屆執事，求主保守順利進行 
     ，並揀選合適的事主用人。
2.  2020年12月27日福音主日，讓我們可以向更多親友撒種。
3.  2021年1月8-10日一連三日的培靈會，求主使用馬健明牧師釋放神的話
     語，激勵弟兄姊妹的心。

麗晶堂 

九龍灣麗晶花園 21、22座地下

1. 求神保守弟兄姊妹免受疫症及病毒的感染和影響。
2. 為麗晶堂聖誕節網上報佳音的安排禱告。
3. 求神帶領麗晶堂明年的方向：凝聚 同心 興起 發光
4. 求神差派合適的傳道同工到麗晶堂服侍。

澳門堅中堂 

澳門祐漢新村第八街康和廣場地下 V舖

1. 因疫情嚴峻，政府也實施收緊規例，以致教會12月份
    暫停了實體崇拜及取消各項活動，包括堂慶及按牧禮。
2. 求主保守及引領弟兄姊妹，再次適應突如其來的改變，
    不論在學習上或是工作上都有一定的影響，願弟兄姊
    妹仰賴神，憑信心渡過艱難的日子，好叫我們生命在
    任何境況都可以榮耀上帝。

盛恩堂 

新界天水圍天盛商場附翼一樓

堅樂堂 

九龍牛頭角道 55號利基大廈 B座一樓

1. 教會將於12月19日及24日在樂暉長者中心舉行兩場聖誕活動，
    內容包括唱詩、遊戲、聖誕信息、個人談道等。在疫情下，求
    主保守聚會的籌備，及本堂青少年的參與。盼望弟兄姊妹及長者
     都一同蒙福。
2. 年終感恩祈禱會將於12月27日下午舉行。今年在疫情下的生活
    肯定有很多困難，惟深信主恩仍豐足。願會眾一同數算主恩，
    歸榮耀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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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欣堂 

新界沙田馬鞍山錦豐苑錦蕙閣地下

  

 

恩臨堂 

九龍觀塘秀茂坪秀明道 77號

1. 疫情中教會開展網上教導聖經，禱告網上運作順利
    ，肢體得餵養牧養。
2. 請禱告記念2021年會友大會籌備。
3. 求主帶領正在籌備中2021-2023執事選舉，堅固考
   慮者的心志，願謙卑委身侍奉教會。

1. 2021年1月10日為福音主日，願未信親友能出席
   ，認識主耶穌。惟現受疫情影響，聚會有機會改
    為網上進行，望能妥善安排。
2. 為DSE考生禱告，求主助他們專注溫習，認真預
    備文憑試。願他們面對疫情下的挑戰能全心依
    靠主。

1. 感謝主，教會聘任尹鳳珊姊妹(本堂會友)為半職福音幹事，已於10月入職，求主加能賜力
    給姊妹，並與同工領袖團隊同心服侍。
2. 求主保守及引領弟兄姊妹，再次適應突如其來的改變，不論在學習上或是工作上都有一定
    的影響，願弟兄姊妹仰賴神，憑信心渡過艱難的日子，好叫我們生命在任何境況都可以
    榮耀上帝。
3. 教會在12月24日平安夜，於社區有報佳音祝福鄰舍行動，求主幫助，在這動盪的世代，
    使用教會將主耶穌降生的平安及盼望帶進人群中。

1.  因疫情嚴峻，政府也實施收緊規例，以致教會12月份暫停了實體崇拜及取消各項活動，包括堂慶及按
     牧禮。
2. 求主保守及引領弟兄姊妹，再次適應突如其來的改變，不論在學習上或是工作上都有一定的影響，願
    弟兄姊妹仰賴神，憑信心渡過艱難的日子，好叫我們生命在任何境況都可以榮耀上帝。

1. 正安排下學期學生服事及活動計劃，藉此在學生中為福音預工及建立關係，幫助他 
    們成長。求主引領能與學校配搭；求聖靈感動學生願意積極參與。
2. 正預備明年年度計劃，希望信徒能打穩信仰根基，努力傳揚福音，求主帶領領袖們
   方向，朝向這目標進發。

行道堂

（郵寄）九龍觀塘觀塘工業中心第 4期 6樓 L室

1.  求主帶領同工訂定明年教會事工行事曆，賜智慧及合一給教會領袖們，商討教會發
     展及會友大會事宜。。
2.  疫情反覆，求主保守觀塘區的清潔工人、拾荒者、露宿者。

恩樂堂 

九龍觀塘順安邨屋邨小學第一校舍

堅中堂 

九龍觀塘曉明街 26 號

厚恩堂 

新界將軍澳厚德邨德康樓 3號地下

1. 求主預備新一屆執事能熱心愛主，與教牧同工一同
    承擔福音工作。
2. 為2021年的事工計劃禱告，期望能推動三人小組和
    尋找小子運動。
3. 為教會未來場地使用禱告，求主賜方向和異象。

麗道堂 

將軍澳坑口村寓安里 49號地下　　（郵寄）將軍澳郵局信箱 65060 號

耀安堂 

新界沙田馬鞍山耀安邨耀頌樓地下

1. 現正物色全職女傳道，主力牧養婦女及兒童工
    作，請在禱告中記念，求神預備合適人選。
2. 正推動簡約教會計劃，鼓勵弟兄姊妹重視與神
   、與人建立關係，生命成長，以達致愛神愛人愛
    事奉，紥根主道證福音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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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馬鞍山耀安邨耀頌樓地下

 

     

◆堅樂中學 

 

◆堅樂第二小學

 

◆小天使（天盛）幼稚園 

◆小天使（麗晶）幼稚園 

◆小天使（錦豐）幼稚園 

◆耀安長者鄰舍中心
 

◆康靜頤養院
 

督印人：楊立人　│　委員：林健文、葉德洪、梁玉英　│　出版：基督教聖約教會　│　投稿電郵：pulse@mcc.org.hk

總　會 

 

九龍觀塘曉明街 26 號

 
◆堅樂小學
九龍觀塘秀茂坪邨秀明道 77 號

九龍九龍灣麗晶花園 21-22 座地下

新界沙田馬鞍山錦豐苑錦蕙閣地下

觀塘順安邨屋邨小學第一校舍

新界天水圍天盛商場附翼1樓 九龍深水埗順寧道 38-48 號順康居一樓

1.  感謝 神，傳道同工會已選出吳偉明牧師出任總
     幹事，執行委員會於11月份會議上確認，任期
     3年，由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2.  

繼續為到疫情下各人仍有心繼續敬拜及事奉上主。

1.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學校再次未能進行面授課堂至聖誕
     節假期開始，老師們要網上教學及製作不同教學影片，求神
     保守學生、家長及各教職員身心靈，在主裡得力，賜予平安
     祝福給各人精神體力健康。
2. 本園在12月及1月安排21-22年度新生接見及新生註冊工作，
    求神保守帶領一切順利。

 

1.  期盼疫情能盡快受到控制，讓學校可恢復面授課堂。

2.  求天父保守學校每位教職員、家長及學童的身心靈得
     著健康；縱然在嚴重的疫情下，也能經歷天父所賜的
     平安和喜樂。

3. 在疫情下，老師面對繁重的工作和壓力，求天父賜予
    恩典和力量，保守她們工作順利，靠主得力。

1.  為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反彈禱告，確診數字仍然十分之高，求 
     主施行憐憫和醫治患病的早日康復。因著疫情中心服務未能
     對外開放、及大部份服務計劃受阻，求主賜智慧予中心做好
     周全的防疫措施，並看顧體弱的會員和長者，特別是長期病 
     患者，免在社區中感染。
2.  祈求中心各員工在面對疫情時期仍能堅守崗位，保持正面的
     心態，及賜下出人意表的平安，身心靈健康，同心抗疫，願
    疫情盡快消退，一切回復正常。

1.  為社會現時疫情禱告，盼望疫情能盡快緩和，學校可以恢復面
     授課堂。並為受經濟影響的家庭代禱，盼望神保守每位家長在
    生活及健康的情況。
2. 現時上課以網上教學方式進行，老師在教學教材方面有更多預
    備，盼望神看顧老師，有健康的身體應付繁忙的工作。
3. 聖誕節將至，盼望家長和幼兒能共渡佳節，並認識聖誕節的意義。

1. 疫情持續，求主保守孩子健康；

2. 停止面授課堂，但福音工作沒停止，求主保守使用視
    像進行福音工作的果效，尤其是聖誕崇拜活動，希望
    當天仍能結出福音的果子；

3. 求主保守老師的心，賜下平安，在疫情中得著力量，
    堅守崗位，實踐教育使命。

1. 求主看顧受疫情影響又要留在家中學習的同學，賜他
    們有耐性去渡過較沉悶的日子，學習適應不一樣的學
    習模式和善用課餘時間，同時珍惜和家人相處的時間。

2. 求主顧念家長們的需要，部份家長可能受疫情影響要減  
    薪，甚至被裁，需要面對經濟困難。此外還要長時間與
    在家中學習的子女相處，可能會感到很大壓力，求主賜
    家長們有智慧及耐性處理安排，同時能找到合適的幫助
   ，渡過難關。

3. 求主讓老師更有智慧去設計網上課堂，更有技巧安排網
    上學習活動，能讓學生在良好的學習氣氛中學習。

4. 求主帶領各位堅二小的老師，在餘下的時間或許是先行
    離去，或許是留守到最後，都是行在主的旨意和計劃中
   。又求主教導老師們時刻保持為主作工的心志去服侍，
    不灰心、不喪膽，繼續持守忠心主交託的使命。

1.  中一至中五需要上網上課堂，求主賜老師能力預備，
     賜學生有心力投入學習；
2. 中六學生在疫情下預備文憑試，特別需要堅毅及決心，
    有效學習；
3. 12月14-18日網上福音周，讓更多學生及家長認識主；
4. 2021年2月份學生在網課後考試，求主保守考試順利，
    學生學有所成。

1.  替假主任謝剛華將於12月份離開服侍崗位，並由前主任梁麗珊
     姊妹接任。
2. 嚴峻的疫情下，院舍的入住率已跌至72%，對康靜的財政造成極大壓
    力；另一方面，為保障院友安全，院舍正進行更換緊急召喚系統及增
    設防游走和開門警報系統工程的採購，預計可於2021年1月份完工。
3. 面對第四波疫情來勢洶洶，求上帝保守祝福康靜院友、家屬及
    同工，共同面對，互相守護。

1.  祈求天父保守司務道幼稚園及幼兒園的幼兒在新冠肺炎的疫情

下，有健康身體，並保守家長的情緒，提升家長的抗疫能力。

2.  保守香港的疫情可盡快能控制，可恢復面授的課程。

3.  保守各教職員的身體健康，仍有活潑的動力面對疫情和工作的挑戰。

◆司務道幼稚園暨幼兒園 

新界將軍澳寶林邨寶泰樓 A 翼地下 B 翼 1 號及 8 號

豐欣堂 

新界沙田馬鞍山錦豐苑錦蕙閣地下

  

 

恩臨堂 

九龍觀塘秀茂坪秀明道 77號

1. 疫情中教會開展網上教導聖經，禱告網上運作順利
    ，肢體得餵養牧養。
2. 請禱告記念2021年會友大會籌備。
3. 求主帶領正在籌備中2021-2023執事選舉，堅固考
   慮者的心志，願謙卑委身侍奉教會。

1. 2021年1月10日為福音主日，願未信親友能出席
   ，認識主耶穌。惟現受疫情影響，聚會有機會改
    為網上進行，望能妥善安排。
2. 為DSE考生禱告，求主助他們專注溫習，認真預
    備文憑試。願他們面對疫情下的挑戰能全心依
    靠主。

1. 感謝主，教會聘任尹鳳珊姊妹(本堂會友)為半職福音幹事，已於10月入職，求主加能賜力
    給姊妹，並與同工領袖團隊同心服侍。
2. 求主保守及引領弟兄姊妹，再次適應突如其來的改變，不論在學習上或是工作上都有一定
    的影響，願弟兄姊妹仰賴神，憑信心渡過艱難的日子，好叫我們生命在任何境況都可以
    榮耀上帝。
3. 教會在12月24日平安夜，於社區有報佳音祝福鄰舍行動，求主幫助，在這動盪的世代，
    使用教會將主耶穌降生的平安及盼望帶進人群中。

1.  因疫情嚴峻，政府也實施收緊規例，以致教會12月份暫停了實體崇拜及取消各項活動，包括堂慶及按
     牧禮。
2. 求主保守及引領弟兄姊妹，再次適應突如其來的改變，不論在學習上或是工作上都有一定的影響，願
    弟兄姊妹仰賴神，憑信心渡過艱難的日子，好叫我們生命在任何境況都可以榮耀上帝。

1. 正安排下學期學生服事及活動計劃，藉此在學生中為福音預工及建立關係，幫助他 
    們成長。求主引領能與學校配搭；求聖靈感動學生願意積極參與。
2. 正預備明年年度計劃，希望信徒能打穩信仰根基，努力傳揚福音，求主帶領領袖們
   方向，朝向這目標進發。

行道堂

（郵寄）九龍觀塘觀塘工業中心第 4期 6樓 L室

1.  求主帶領同工訂定明年教會事工行事曆，賜智慧及合一給教會領袖們，商討教會發
     展及會友大會事宜。。
2.  疫情反覆，求主保守觀塘區的清潔工人、拾荒者、露宿者。

恩樂堂 

九龍觀塘順安邨屋邨小學第一校舍

堅中堂 

九龍觀塘曉明街 26 號

厚恩堂 

新界將軍澳厚德邨德康樓 3號地下

1. 求主預備新一屆執事能熱心愛主，與教牧同工一同
    承擔福音工作。
2. 為2021年的事工計劃禱告，期望能推動三人小組和
    尋找小子運動。
3. 為教會未來場地使用禱告，求主賜方向和異象。

麗道堂 

將軍澳坑口村寓安里 49號地下　　（郵寄）將軍澳郵局信箱 65060 號

耀安堂 

新界沙田馬鞍山耀安邨耀頌樓地下

1. 現正物色全職女傳道，主力牧養婦女及兒童工
    作，請在禱告中記念，求神預備合適人選。
2. 正推動簡約教會計劃，鼓勵弟兄姊妹重視與神
   、與人建立關係，生命成長，以達致愛神愛人愛
    事奉，紥根主道證福音的果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