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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王愛蓮姊妹、鄭雯欣姊妹、楊健枝傳道、
陳家瑋弟兄、黃倬曦傳道、葉巧兒姊妹、甄翠怡姊妹

滿有溫度的「歷史回顧」，把神帶領學基家走
過那些年的回憶，一一呈現。由1971年彭偉光
宣教士夫婦從美遠道而來，在美孚建立猶如家
庭般溫馨的教會，其後學基需要尋找新堂址，
過程盡是滿途荊棘！最終落戶深水埗建立座堂
式教會，現在已有逾500位弟兄姊妹在此聚會相
交，這全是神與我們走過的足印。無論你是何
時加入學基家，總能在這些片段中找到自己的
身影，重溫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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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社會動盪，加上疫情的困擾，讓不少弟兄
姊妹感到無力，但無論環境如何變遷，請深信
神依然坐着為王。願往後的學基家，繼續緊緊
的跟隨神，在家內、本區，以至同樣是我們的
家的香港作鹽作光，見證更多的50年。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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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區陳彩金姊妹
寫畫賀學基浸信會金禧會慶

感謝天父的厚愛，學基家從不缺滿有恩賜能力
的弟兄姊妹、教牧同工、執事、以及無數個在
家中默默服侍的你， 踐行「百節各按各職」，
讓人彼此建立，在愛中成長。由於篇幅所限，
只能記錄部分名單，願神親自的報答各位良善
忠心的好僕人。

「敬拜、牧養、服事及見證」，相信弟兄姊妹
對這四大事工不會感到陌生，本刊請來各部的
代表來分享點滴，讓大家能更全面了解家中目
前的狀況；還有為回應神的感動而建立的愛鄰
社， 讓我們有機會接觸和關心本區的人和事，
並將福音廣傳，更重要的是調整自己的心態，
心存謙卑，與神同工。最後，不少得記載的是
一連串50周年慶祝活動的花絮，以及來自不同
教會、弟兄姊妹的祝福。書封書底兩張大合照
拉頁，更是別樹一幟的「家庭照」，是我們珍
貴的回憶。

HERITAGE BAPTIST CHURCH

感謝主！帶領學基走過半世紀。在這特別的日
子，我們藉着文字及相片，一起回顧細味主的
恩典！

等候耶和華的
必從新得力
如鷹展翅上騰

學 基 浸 信 會 HERITAGE BAPTIST CHURCH

編者的話

7月25日會眾穿上堂慶T裇在禮堂大合照（圖為早堂）

7月25日會眾穿上堂慶T裇在禮堂大合照（圖為午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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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1971
4月

萬國宣道浸信會西
差 會(Association of
Baptists for World
Evangelism)宣 教 士
彭偉光牧師一家於美
孚新邨第一期美富學
校租用兩個課室及校
舍前的一塊空地作聚
會之用，第一次崇拜
有80多人。

4月4日

1973
8月

70S
1976

華人牧者林智仁牧師
應邀到學基浸信會作
牧養工作。

1978

楊 步 雲 先 生 被 委
任 為 主 任 傳 道。重
新 組 織 學 基 :擬 定
會 員 名 單，成 立、負 責 教 會 組 織 及 行 政 委
員會，製訂會章，訂立每月財政預算，選立執
事及職員等。

「學基浸信會」
正 式 成 立，當
時籌備的成員
只有彭偉光牧
師 一 家，和 兩
位來自十字架
山浸信會的肢
體：關紹煌弟兄和喬夏鳴鸞姊妹。他倆負責教
授主日學，而彭偉光牧師則負責一切會務及講
道事宜。

「學基幼稚園」
正 式 成 立，由
彭偉光牧師擔
任校長一職。
同時學基浸信
會亦遷往美孚
第三期百老滙
街49-51號 平
台聚會，地方面積約有 6,000平方呎。

80S
1980
1月

就業團契成立。

1981

美孚新邨的大業主停止所有村內商業單位的新
租約，另提出教會可以HK$1200萬購買該單位。
教會遂成立建堂小組，在美孚區另覓新堂址。
感謝神！教會搬遷之事平息，大業主願意續簽
租約。

2月21日 少青團契第一次聚會。
7月25日 少青團契成立典禮。
8月

1979
9月

學基浸信會正式自立。

2

開始第一屆「暑期聖經班」，由朱小頴姊妹作校
長，並由17位弟兄姊妹作教職員。當年共有150
位由幼稚園至中三的學生參加。

2月19日 開始於隔周五晚上舉行婦女聚會，由白碧霞
姑娘負責。

2月27日 按 立 楊 步 雲 先 生
為 牧 師，設 立 教
育 部、團 契 部、
傳 道 部 及 關 顧
部 等。計 劃 舉 行
奉獻運動、人人靈
修運動。

1984
4月1日

姊妹團契成立。
學基點將錄

9月26日 會員大會議決於青衣涌美村租下面積約700
平 方 呎 的 村 屋，建 立「青 衣 浸 信 會 暨 青 年 中
心」。學基共有7位弟兄姊妹前往開荒。
11月8日 青衣浸信會暨青年中心開展自修室服務。

1月2日

青衣浸信會暨青年中心開始於主日早上舉行主
日崇拜。

1985
9月

學基浸信會正式接辦「學基幼稚園」。

1986

青衣浸信會聘請林瑞興先生為主任傳道。成功
申請開辦「長康村老人中心」，並籌得HK$30萬
作為老人中心的裝修及開辦費用。

前主任牧師感言

1983

歷史回顧

1982

1987

4月10日 長康浸信會獻
堂典禮。
4月10日 美 孚 學 基17周
年 紀 念 聚 會，
譚佩芬姊妹為
教 會17周 年 創
作《謝 主 恩，
求 異 象》這 詩
歌記念主恩。

1989

1月

正式開始青衣長康村老人中心服務。

2月

青衣浸信會遷至長康浸信會老人中心聚會，並
易名為「長康浸信會」。

5月24日 金 色 年 華 團 契 成
立典禮。

3

11月

楊步雲牧師舉家
移民往加拿大
繼續牧會工
作。

12月

長康浸信會正
式自立。

執事分享

8月26日 朱小頴傳道為年
至30日
長的弟兄姊妹籌
辦了「松柏歡樂周」
的聚會，其後「金色
年華團」契展開，
隔星期聚會一次，
直至1994年9月團契改為每星期聚會一次。

1988

敬拜事工

3月22日 美孚學基第一次舉行婚禮，夫婦為孫熙偉弟兄
與曾家宜姊妹。

全體同工心聲

美孚

學基蒙恩五十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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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1990
1月

聘請鄧英善牧師為主任牧師。

9月2日

主日崇拜開始分為早午兩堂崇拜，並成立了早
堂詩班(敬拜隊形式)，以往成立多年在一堂崇
拜獻詩的詩班就專責於午堂獻詩。

1991

成立「聖樂部」
，第一任聖樂部長為譚佩薇姊妹。

12月15日 第一期「學基信報」出版。

6月

購置百老匯街19號B座7樓為傳道人宿舍。

6月30日 「伉儷團契」成立。

90S
1992
7月

11月

12月

鄧牧師和張永
森 議 員，與 深
水埗區議會商
討學基浸信會
申請美荔道空
地作社區服務，
並向區議會提
交初步建議書。

購買百老匯街49D座4樓作小組聚會及職員辦
公室。

11月

正式向政府遞交美荔道社區綜合大樓的草圖及
建議書。

1994年
1月1日

委任彭偉光牧師為顧問牧師。

6月26日

按立吳順然傳道為牧師。

深水埗區議會以大多數票通過支持學基浸信會
的申請，教會着手發信給有關政府部門。

1993

「伉儷團契」暫停聚會。

1月9日

「少 年 團 契」重
新 開 始，改 名
為「少年天地」
，
並附設家長班，
由杜枝生伉儷
負責帶領。

8月

9月
「高青(大專)團契」開始聚會。

學基邀請建築師對美荔道空地構思初步的教堂
設計及畫草圖。

4

9月28日

25周年銀禧紀念感恩崇拜及聚餐。

「傳道部」重開，主日學部改名為「教育部」。

1月18日

駿發花園浸信會第一次崇拜。學基共有12位弟
兄姊妹前往開荒。

8月31日

於瑪嘉烈醫院作醫院佈道。

歷史回顧

吳順然牧師放安息年進修假期，同日李仰真
牧師出任主任牧師。

11月10日 駿 發 花 園 浸 信
會獻堂禮。

1996年
1月1日

9月1日

學基點將錄

8月19日   「伉儷團契」重新開始定期聚會，大約一至兩個
月聚會一次。

1997

政府進一步審
核教會建堂之
財務承擔的能力。在建堂委員會之下成立籌款
小組、工程管理小組及推動宣傳小組，以便跟
進計劃。

2月1日

於教會內舉行建堂賣物會作籌款。

前主任牧師感言

1995

1998

1月11日

已委任建盟建築師事務所負責協助跟進建堂計劃。
各姊妹教會積極回應支持學基建堂，而弟兄姊
妹除了奉獻外，亦願意拿出個人物業向銀行作
備用信貸的抵押支持建堂。

全體同工心聲

美孚

第一次舉行「捐
血日」，紀念主
耶 穌 的 復 活，
學效「主願為我
流 血，我 願 為
人捐血 」。

4月20日

舉行首屆「孩童奉獻禮」。

6月22日

舉行禁食祈禱會。

1999

推動「三福」事工。

4月2日

舉行受苦節紀念崇
拜及禁食祈禱會。

7月

新「小組團契」成立。

9月20日 舉行首屆「泰北短宣」
至28日
，共有23人參加。
10月24日 學 基、長 康 和 駿 發
舉行三堂聯合崇拜
及聚餐。
12月31日 舉 行 跨 世 紀 感 恩 聚
餐，隨 後 於 晚 上11
時至凌晨1時舉行迎
向「廿一禱告大會」
。

5

敬拜事工

4月6日

執事分享

10月4日    設立「崇拜部」及取消團契部。

學基蒙恩五十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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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2000

6月28日

2002
學基推行四大異象：
「敬拜、牧養、
服事、見證」，女傳道正式參與講
壇的事奉。

4月

舉行聖樂/音樂嘉年華。

3月31日 非 典 型 肺 炎 在 社 區 蔓
至4月13日 延，除主日早午堂成人
崇拜及周三祈禱會外，
其他聚會暫停兩星期。

10月29日 會友大會選立了兩位姊妹作執事。
11月29日 收到地政總署正式回信表示否決本會的申請。
12月6日

收到社會福利署正式回信表
示否決本會的申請。

12月24日 借用美孚保良局實用中學舉
行聖誕崇拜。
12月30日 舉行迎向「禧年禁食祈禱會」
。

2001
「小小敬拜隊」成立。
6月29日
至7月1日

教會的辦公室同工暫搬往長沙灣廣場一期工作。

2003

6月22日

通過以HK$3,500萬購買15,000呎「樂聲戲院」作
堂址及裝修總數的上限。

8月

簽訂樂聲戲院臨時買賣合約。

9月

學基幼稚園停辦。

10月10日 成功申請樂聲戲院改為
教會用途。
12月7日

學 基30周 年 舉 行 培 靈
會，於屯門大會堂舉行
感恩崇拜，其後晚上一
起聚餐。

長沙灣

新堂賣物嘉年華，共籌
得HK$63,581。

00-09

2004
1月

開始逢第三個主日上午11時30分至12時30分在
孚佑堂舉行青少年敬拜。

2月1-7日 每天早上7時30分至8時15分舉行晨禱會，為新
堂禱告。

8月22日 「乘 恩 典、齊 啟
航」，本 會 遷 堂
前最後一次在美
孚崇拜。

2月28日

新堂收樓及取鎖匙。

8月29日

3月21日

於樂聲戲院舉行「4321
進新堂」動土前之感恩
崇拜。

開始借用荔景陳
南昌紀念中學禮
堂舉行崇拜。

9月1日

吳順然牧師上任
為學基主任牧師。

9月12日

借用九龍真光中
學禮堂舉行崇拜。

5月26日 舉行新堂步行籌款，
並籌得約HK$550,000。
7月29日

展開新堂工程。

8月8日

會眾在美孚學基正門
外大樓梯拍攝遷堂前
全體大合照。

8月13日
至18日

第一次舉辦「內地行」
，
有9位弟兄姊妹參加。

12月19日 學基第一張原創
籌款感恩CD《祢
的 殿 宇》面 世，
為新堂籌得款項
HK$12,857。

6

深水埗

租用美孚影都戲院舉行崇拜。

2月6日

在深水埗新堂舉行第一次崇拜。崇拜後會眾在
附近派發八達通套和教會簡介的單張。

2月23日

教會辦公室同工搬入新堂。

3月27日

舉行新堂奉獻
典禮。

5月

長沙灣地鐵站
A2出口有「學基
浸信會」的指示
牌。

與萬國宣道浸
信聯會詩班合
辦「無 比 的 愛」
音樂佈道晚
會，約950人參
與。

7月9日

逢周六開始在
禮堂舉行青少
年 崇 拜，而 每
月第一個周六
暫 停，改 為 參
加聖餐主日。

12月

完 成「差 傳 章
則」，並 正 式
成 立「差 傳 委
員會」。

5 月15日 第62屆浸禮在學基浸池舉行
也是學基第一次在自己會堂
舉行浸禮。

7

敬拜事工

由婦女組成的「開心小組」
成立。

6月18日

執事分享

全體同工心聲

前主任牧師感言

學基點將錄

1月9日

歷史回顧

2005

學基蒙恩五十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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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2006
2月11日 「活力男人組」開始聚會，每月逢第二及第四周
的周六晚上8：00聚會。
2月22日

每月第四個周三開始「敬拜祈禱會」。

4月1日

第一隊成人敬拜隊正式成立，取名「Charis」
（意
思：恩典），並首次出隊。

4月8日

參與深水埗區復活節祝福探訪，作社區關懷。

9月3日

開始第三堂崇拜(早堂：主日上午9：30、午堂：
主日上午11：30、青少年：周六下午5：00)。

長沙灣

深水埗

11月29日 首次與工業福音團契及僱員再培訓局合辦「家
至12月15日 務助理培訓課程」。

12月30日 首次在新堂舉行結婚典禮之本會會友：趙偉信
弟兄與王洛欣姊妹。

12月24日 首次「主愛暖萬家」於美孚嶺南之風舉行。

2007
1月13日

執事會通過取消秘書職位，改為「幹事」。

1月16日 「豐盛小組」正式成立，逢周二下午2：00聚會。
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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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瑞芝宣教士差遣禮。

按立丁贊鴻傳道為
牧師。

9月14日

兒童牧區舉行小小敬
拜會。

10月12日 學基信報復刊，採用彩色印刷。

前主任牧師感言

學基點將錄

3月30日

歷史回顧

2008

舞蹈敬拜隊正式
成 立，並 命 名 為
「 P h D 」( P u r e hearted Dancers)
，中文名叫「舞基
心 」， 意 即 一 班
無機心的人以
舞蹈帶出基督的
愛心和學基的
齊心。
「福音籃球隊」成立。
1月8日

第二隊成人敬拜
隊「 Enharmonic 」
(意 思：異 曲 同
音)，並 於 同 年12
月31日 首 次 出 隊
獻唱。

7月

「長者詩班」成立。

7月1日

「但以理牧區」成立。

7月13日
至16日

豬流感肆虐，兒童暑期聖經班停辦一次。

9月1日

舉辦婦女英文初探單元課程。

執事分享

教會羽毛球隊獲得香港萬國宣道浸信聯會「第
二屆羽毛球友誼盃」亞軍。

10月26日 租用步陞工商業大樓3B單位作為學基副堂，租
約為期五年。
12月25日 開始使用副堂作聚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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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2010
1月22日

7月12日
至16日

詩班轄下成立了安息禮拜詠唱小組，協助詩班
於安息禮拜中獻詩。
舉辦青少年英
語聖經班。

9月26日 「印尼喜樂之家」
在副堂開始逢
主日下午1：30
的聚會。

2011

譚佩芬姊妹為四十
周年創作《承異象，
獻一生》這首詩歌。

3月15日

郭瑞芝宣教士回港
述職。

3月26日

舉行四十周年培靈會。

4月10日

舉行四十周年聯合
崇拜及聚餐。

10月1日 「基甸男人區」成立，取代活力男人組，每月第
一、三周六晚上6：00有查經聚會，第二、四周
六晚上7：30有周會活動。

長沙灣

4月22日

舉行四十周年佈道會。

2012

深水埗

教會足球隊獲得香港萬國宣道浸信聯會足球聯
會盃冠軍。
逢周二下午2時舉行之豐盛小組取消，逢周四
上午10時舉行之開心小組改為每月逢一、三、
五周之周四舉行。

9月6日

學基愛鄰社舉辦之「功課輔導班」開始投入服務。

9月11日

每周主日祈禱
會改為每月第
二主日在早午
堂之間在禮堂
舉行。

5月5日

舉行「全程為祢」個人
靈命成長推動計劃分
享會。

6月16日

與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第
一次合辦「與情緒共舞」
講座。

10月29日 行政開始僱用兼職事務
助 理，以 紓 緩 行 政 同 工
晚間輪值次數及協助處
理常務。

10月16日「愛鄰社」開幕。
10月23日 舉行教會慈惠金籌款賣物會，目的是幫助教會
內及深水埗社區上有需要的貧困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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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足球隊和籃球隊獲得香港萬國宣道浸信聯
會足球福音盃，男子籃球賽冠軍。

2月25日

開始租用步陞工商業大廈六樓全層A，B，C單
位，租約為期五年。
教牧同工辦公室搬遷往步陞6B。

5月19日

步陞6A啟用。

5月19日

創會宣教士彭偉光牧師最後一次來港，並在本
會崇拜講道，下午在步陞6A設愛筵共聚。

5月21日

與萬國宣道浸信聯會合辦「長者培靈會」。

7月7日

成人牧區重組為伉儷區、成五區、成六區。

9月15日

成人牧區重新命名：伉儷區─雅歌區、成五區
─約書亞區、成六區─迦拿區。

1月2日

兒童牧區更新，引用JOYFUL
KIDS兒童課程。

8月1日

第一次澳門短宣，有22人參
加。

10月3日

與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合
辦「音樂見證佈道會」。

2016

教會籃球隊獲得體育事工聯盟主辦第四屆香港
「教會盃」籃球賽奮進組冠軍。

2018

教會足球隊獲得香港
萬國宣道浸信聯會足球聯會盃冠軍。

4月10日

四十五周年堂慶聯堂崇拜於民生書院禮堂舉行，
崇拜後於長沙灣君好酒家聚餐。

7月8日

主日下午新成人牧區開始聚會。

8月1日
至10日

第一次成為「港
九 培 靈 研 經
大 會 」的 直 播
場地。

4月4日

教會籃球隊獲得
體育事工聯盟主
辦第五屆香港「教會
盃」籃球賽先進組冠
軍及最佳
防守隊伍
最高得分
隊伍。

2019
5月19日

按立朱伯威傳
道為牧師。

11月30日 印尼傳道Icefina
上任，教會提供
宿舍給她和她
的丈夫Fernando
居住。

舉行「城市
綠洲」安靜
默想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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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12月23日 主日新成人牧
區正式命名為
「伯 特 利 區」，
每月逢第二、四、五周主日下午2時至4時聚會。

執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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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

2015
歷史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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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基蒙恩五十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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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2020
1月30日

3月2日

網上牧養短片。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於社區爆發，本會所有實
體聚會暫停。

2月2日

崇拜聚會改為網上即時播放形式，每逢主日10
時開始，讓會眾於疫情時可在家中崇拜 。

2月26日

5月24日 恢復一堂主日崇拜(早上10時)及印尼喜樂之家
至5月31日 崇拜聚會，同時安排YouTube直播；其他聚會
仍然暫停。
6月7日

YouTube平 台
發放「四十天與

出席肢體能同步敬拜。
7月15日

20-至今

因新型冠狀病毒於社區爆發，所有實體聚會再
次暫停。

主同行」網上牧
養短片。

恢復兩堂主日崇拜及印尼喜樂之家崇拜聚會，
同時在YouTube直播午堂主日崇拜，方便未能

趙偉舜主任牧
師開始透過

8月2日

幾位教牧開始每天輪流透過YouTube平台發放

7月19日

再次於主日早上10時在YouTube平台直播崇拜。

長沙灣

兒童崇拜作首
次網上播放。

10月4日 恢復一堂主日崇拜（早上10：00）及印尼喜樂
至10月11日 之家崇拜聚會，同時安排YouTube直播主日崇

11月23日 開始進行全教會大維修。
12月2日

暫停。

拜；其他聚會仍然暫停。
10月5日

本會創會宣教士彭偉光牧師妻子彭李美德師母

新型冠狀病毒再度於社區爆發，所有實體聚會

12月6日

主日早上10時於本會YouTube平台播放當日「崇
拜聚會」。印尼喜樂之家聚會於主日中午12時

安息主懷。

網上直播。
10月18日 恢復兩堂主日崇拜，同時安排YouTube直播午
堂主日崇拜。

12月22日 教牧同工辦公室由步陞
6B單位搬回正堂。

11月22日 彭李美德師母追思會於學基禮堂舉行。
12月31日 步 陞 六 樓 全 層 租 約 期
滿，不再續租。
首次舉行網上年終祈禱
會，共有80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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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

於崇拜內舉行50周年啟動禮主題及活動，介紹

2月28日

第一次家會於重ZOOM
平台舉行，連教牧行

50周年的主題及相關活動。

政同工在內，共有71
1月29日

歷史回顧

2021

人參加。

因疫情及限聚
令，2020年 的

恢復兩堂主日崇拜及
印尼喜樂之家崇拜聚

台直播。

會，同時在YouTube直播主日午堂崇拜。

前主任牧師感言

在YouTube平

學基點將錄

4月4日

年終感恩會改

全體同工心聲

深水埗

50周年堂慶主日。

5月2日

恢復兒童主日低崇和高崇聚會 （P.1-F.1)，但

5月22日

50周年堂慶培靈會。

5月23日

兒童崇拜所有班級已恢復實體崇拜，故取消網

因受限聚令影響，須預先報名。仍維持有網上
兒童崇拜。

上兒童崇拜。
5月16日

全面恢復兒童主日崇拜，包括幼崇（K.1-K.3），
但因受限聚令影響，須預先報名。仍維持網上
兒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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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學基座堂簡介
不知學基的弟兄姊妹認為教
會有哪些物件最具特色？或
令你印象最深刻呢？以下為
大家介紹一些學基的標誌物
件，讓大家認識教會更多。

教會標誌

奠基石

當大家進入學
基前，抬頭便會看
見大門上教會的標
誌，以雙手高舉主
的十字架，是教會
的信仰核心。

中英文的奠基石位於教會的地下大堂，由會友蔡
鄭寶璇教授題寫*，記載著學基建堂的歷史，大意如
下：主曆一九七一年初，萬國宣道浸信會彭偉光宣教
士伉儷蒙神感召，自美國遠臨香江，取西九龍美孚新
邨招聚信賢，於四月四日創立教會，本「學效基督」
之義，命名為「學基浸信會」。教會伊始先借用昔
日之美富學校，講授聖訓，時集眾四十有餘。後於區
內二度搬遷，至七三年八月，方移往美孚第三期平台
商鋪會址。同時同地並開辦「學基幼稚園」，於此傳
教興學達三十年之久。多年以來，得蒙天恩垂注，歷
任教牧傳道長執熱心事奉，聖工日長，更於青衣及油
麻地駿發花園先後植堂。惟自八十年代初葉，因感美
孚主堂發展有限，須另覓永久堂址。及至九二年冬，
乃轉向政府申批美荔道地段興建會堂，惜數度提呈未
果。經多番禱求，神恩最終允顧，爰至二零零三年八
月購置前樂聲戲院之深水埗現址，改建為教會座堂。
二零零五年春工程完臻，三月獻堂，為主續傳救世福
音。願榮耀歸與神！

禮堂十字架
禮堂前正中的
位置，懸掛着一個
巨型十字架，它是
基督教信仰的重要
標記。置於當眼的
中心位置，每每提
醒着會眾聖經的教
導：我們的生命和
生活，都要以神為
中心，背起主的十字架，天天跟隨祂。

*(錄自新堂特刊–學基浸會建堂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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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玻璃畫

水變為酒
(約 2：1-11)

呼召門徒
(太 4：18-22)

主談活水
(約 4：1-42)

醫治癱子
(約 5：2-9)

平靜風浪
(太 8：23-27)

湖邊教訓
(太 13：47-50)

海面行走
(太 14：24-33)

謙卑服侍
(約 13：1-17)

遇復活主
(約 21：1-14)

敬拜事工

執事分享

全體同工心聲

耶穌受浸
(太 3：13-17)

前主任牧師感言

學基點將錄

禮堂兩側共有十幅彩色的玻璃畫，記載着昔日耶
穌基督與水有關的事蹟。耶穌說：「把船開到水深之
處，下網打魚……」耶穌基督對西門彼得的呼召，正
提醒着會眾那道成肉身的救主，昔日在地上傳揚福
音。今天我們被主帶領到深水埗這水深之處，同樣要
下網打魚，努力把人帶到神面前，得人如得魚。

歷史回顧

遷入新堂時，曾推出以禮堂玻璃畫為題的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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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歷史回顧

1

3

5

7

2

4

6

9

10
11

8

12

15

14
1. 早期兒童主日學老師與學生。
2. 早期兒童主日學。
3. 楊師母與早期就業團契團友於美孚教
會大堂合照。
4. 楊步雲牧師夫婦與早期就業團契團友
茶聚。
5. 早期就業團契為團友慶祝生日。
6. 早期就業團契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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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青衣浸信會青年團契。
8. 1983年兒童主日學戶外崇拜。
9. 1983年11月06日於汀九海灘舉辦浸禮。
10. 1988年11月12日金色年華合照。
11. 1989年於中文大學舉行的青年福音營。
12. 1990年6月16日詩班獻詩。
13. 1994年6月26日吳順然牧師按立禮。
14. 1996年7月31日暑期聖經班。
16

13

17
15. 1996年9月08日駿發花園浸信會。
16. 1996年12月29日少年天地戶外活動。
17. 1996年9月28日銀禧紀念感恩崇拜。
(彭碧綺姊妹提供)
18. 2000年泰北短宣隊。

19

21

22

20

學基點將錄

歷史回顧

18

25

前主任牧師感言

24

26
29

32

31

33

19. 2003年5月25日福臨美孚運動會。
20. 2005年3月27日眾教會牧者長執來賓
於獻堂禮合照。
21. 2003年12月07日建堂賣物會。
22. 2004年執事在長沙灣廣場辦公室留影。
23. 2005年3月27日小小敬拜隊獻詩。

24. 2005年3月27日新堂奉獻典禮(青少年
獻詩)。
25. 2005年3月27日獻堂禮後的全家福。
26. 2006年12月09日活力男人組之聚會。
27. 2011年4月10日四十周年堂慶聯合崇
拜Enharmonic出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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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20年疫情期間贈送口罩行動。
29. 小小敬拜隊練詩。
30. 樂聲戲院舊貌。
31. 新堂裝修。
32. 肢體們全力為新堂大掃除。
33. 印尼喜樂之家初期事奉人員。

全體同工心聲

3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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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教牧同工
及事工幹事名錄
1971-2021

姓名： 彭偉光
職位： 牧師(創會宣教士)1971年4月 - 1978年2月
顧問牧師 1994年1月1日
備註： 彭牧師一家在1964年來港服事，直至1999年6月21
日離開香港返回美國，正式退休，在港事奉35年。

姓名： 吳順然
職位： 傳道 1990年6月15日
代堂主任 1993年11月 - 1996年8月31日
牧師 1994年6月26日被按立為牧師至
   2002年9月30日
義務牧師 2002年11月1日 - 2003年12月31日
顧問牧師 2003年4月1日 - 2004年3月31日
義務牧師 2004年4月1日 - 8月31日
主任牧師 2004年9月1日 - 2012年3月31日
備註： 1996年9月1日 - 1997年8月31日放安息年。

姓名： 林智仁
職位： 牧師 1976年1月 - 1976年9月
姓名： 楊步雲
職位： 部分時間傳道 1977年9月
主任傳道 1978年
主任牧師 1983年2月27日被按立為牧師 1989年11月
備註：1980年10月 - 1981年6月停薪留職到中國神學
研究院進修，由盧錦榮牧師暫代。
1988年放一個多月的安息期。
1989年11月舉家移民往加拿大繼續牧會工作。

姓名： 馬惠玲
職位： 傳道 1992年7月 - 1993年3月
姓名： 陳又華
職位： 傳道 1992年11月 - 1993年12月
姓名： 郭瑞芝
職位： 傳道 1994年9月1日 - 2007年5月1日
總聯絡人（教會行政工作）2003年4月1日 - 8月31日
備註： 2005年4月1日 - 2006年3月31日放安息年。
2007年5月21日郭瑞芝宣教士離港往泰北工場
服侍。

姓名： 盧錦榮
職位： 牧師 1980年10月 - 1981年6月
姓名： 黃啟泰
職位： 部分時間傳道 1985年9月 - 1986年6月
姓名：朱小頴
頴
職位：傳道 1986年7月16日 - 1992年11月1日
   1993年9月7日 - 1995年2月1日
義務傳道 2002年11月1日 - 2011年12月31日

姓名： 杜枝生
職位： 義務傳道 1995年10月8日 - 1996年12月31日
     1997年1月 - 1997年9月
     1998年3月1日 - 1998年12月31日

姓名： 楊顯聰
職位： 部分時間傳道 1988年7月1日 - 1989年2月1日
傳道 1994年10月16日 - 2003年12月31日
備註： 2000年放安息年

姓名： 李仰真
職位： 主任牧師 1996年9月1日 - 2004年3月31日
牧師 2004年4月1日 - 2008年8月31日
部分時間牧師 2008年9月1日 - 2019年5月20日榮休
義務牧師 2019年5月21日 - 2020年5月24日
備註： 2003年4月1日 - 2004年3月31日放安息年。

姓名： 鄧英善
職位： 主任牧師 1990年1月21日 - 1993年12月23日

姓名： 許麗貞
職位： 傳道 1998年2月1日 - 2001年9月1日

姓名： 黃志剛
職位： 傳道 1990年6月1日 - 1993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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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周凱韻
職位： 傳道 2014年7月2日 - 2020年9月1日
姓名： 周瑞瑛
職位： 傳道 2015年8月1日 - 2020年9月14日
姓名： 陳欽勵
職位： 部分時間傳道  2016年12月12日 - 2018年12月13日
義務傳道 2021年8月1日 - 至今
姓名： 梁禮彬
職位： 傳道 2017年1月1日 - 2021年6月16日

姓名： 關艷媚
職位： 事工幹事 2005年8月1日 - 至今
姓名： 何淑賢
職位： 傳道 2006年8月1日 - 2010年1月31日

姓名： 區芝
職位： 事工幹事 2017年1月17日 - 2019年8月17日
傳道 2021年8月1日 - 至今

姓名： 蕭文玉
職位： 傳道 2007年7月1日 - 2009年6月30日

姓名： 趙偉舜
職位： 主任牧師 2018年11月1日 - 至今

姓名： 談茵茵
職位： 傳道 2008年8月1日 - 2010年9月15日
半職傳道 2010年9月16日 - 2011年8月31日

姓名： Icefina
職位： 印尼傳道 2019年11月30日 - 至今

前主任牧師感言

姓名： 李秀峰
職位： 主任牧師 2013年11月1日 - 2015年11月1日

學基點將錄

姓名： 江麗蓉
職位： 傳道 2010年9月1日 - 2013年9月1日
姓名： 李家強
職位： 傳道 2011年4月1日 - 2016年4月1日

姓名： 丁贊鴻
職位： 傳道 2003年7月2日
牧師 2008年3月30日被按立為牧師 - 2012年3月31日
代主任牧師 2012年4月1日- 2013年10月31日
牧師 2013年11月1日- 2014年8月31日
部分時間牧師 2014年9月1日
- 2015年10月31日
代 主 任 牧 師（部 分 時 間）2015年11月1日2018年10月31日
部分時間牧師 2018年11月1日- 2019年3月31日
義務牧師 2019年4月1日- 2020年3月31日
備註： 2010年8月9日 - 11月8日放安息期三個月。

歷史回顧

姓名： 黃偉強
職位： 傳道 2010年8月16日 - 2014年4月1日

全體同工心聲

姓名： 張鳳萍
職位： 傳道 2003年1月21日 - 2005年1月20日
半職傳道 2005年1月21日 - 2007年7月8日
傳道 2012年8月1日 - 2016年8月1日

姓名： 彭穎詩
職位： 傳道 2009年9月16日 - 2013年10月1日

執事分享

姓名： 朱伯威
職位： 事工幹事 2003年1月2日 - 2009年9月30日
傳道 2010年1月2日 - 2019年5月18日
牧師 2019年5月19日被按立為牧師
   - 2021年1月10日
備註：2017年8月1日 - 10月30日放安息期3個月。                          

姓名： 楊健枝
職位： 全職實習神學生 2008年9月1日- 2009年6月8日
傳道 2009年6月9日 - 至今
備註： 2016年4月19日 - 6月18日，及8月11日 9月10日放安息期3個月。

姓名： 黃倬曦
職位： 傳道 2021年6月1日 - 至今
姓名： 蘇諾荇
職位： 傳道 2021年9月1日 - 至今

姓名： 許景怡
職位： 傳道 2009年7月16日 - 2013年8月1日

(註：灰底為現職教牧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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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事工

姓名： 周瑞姬
職位： 傳道 2020年6月1日 - 至今

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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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行政
同工名錄
1971-2021

姓名： 趙艷影
職位： 祕書 1982年 - 1988年3月

姓名： 彭碧綺
職位： 幹事 2006年11月1日 - 2017年2月1日

姓名： 冼淑儀
職位： 祕書 1988年6月6日 - 1993年10月24日

姓名： 朱美蘭
職位： 幹事 2008年6月10日 - 2017年12日4日

姓名： 李顯眉
職位： 會計（部分時間）1991年4月 - 2019年7月1日

姓名： 李志深
職位： 高級幹事 2009年4月1日 - 2010年1月10日

姓名： 梁燦潮
職位： 幹事 1991年6月30日 - 1994年11月16日

姓名： 鄭清琴
職位： 行政主任 2009年9月16日 - 2010年1月31日

姓名： 孫美蘭
職位： 行政主任 1994年3月1日 - 2002年12月1日

姓名： 馮永輝
職位： 幹事 2010年6月1日 - 2012年9月13日

姓名： 石少雄
職位： 幹事 1995年1月17日
高級幹事 2011年6月1日 - 至今

姓名： 孫熙偉
職位： 行政主任 2010年11月16日 - 2015年4月1日
姓名： 張家俊
職位： 幹事 2012年12月17日 - 2015年9月1日

姓名： 麥煒鳴
職位： 文員 1995年10月10日 - 1997年5月

姓名： 鄧以操
職位： 行政主任 2015年3月21日 - 2017年3月21日

姓名： 莊燕瓊
職位： 祕書 1998年5月 - 1999年8月

姓名： 蘇鎮豪
職位： 幹事 2016年11月15日 - 2021年4月30日
兼職幹事 2021年5月1日 - 至今

姓名： 葉婉兒
職位： 祕書/幹事 2000年1月1日
高級幹事 2011年6月1日 - 至今

姓名： 王展邦
職位： 幹事 2017年2月1日 - 2021年3月3日

姓名： 陳淑華
職位： 行政主任 2003年1月2日 - 2006年2月15日

姓名： 余健強
職位： 行政主任 2017年12月1日 - 2020年4月13日

姓名： 黃志偉
職位： 幹事 2006年4月1日 - 2006年10月1日

姓名： 王啟冲
職位： 幹事 2018年4月3日 - 至今

姓名： 張仲賢
職位： 堂務員 2006年7月1日
幹事 2006年10月1日 - 2007年9月10日

姓名： 張文波
職位： 行政主任 2021年7月1日 - 至今

姓名： 陳淵
職位： 行政主任 2006年10月1日 - 2009年4月30日

(註：灰底為現職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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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歷年愛鄰社
同工名錄
1971-2021

姓名： 梁連珍
職位： 服務幹事 2016年12年6日 - 2018年10月1日

姓名： 嚴惠敏
職位： 服務主任 2013年5月2日 - 2014年8月1日

姓名： 孫麗虹
職位： 服務主任 2017年7月4日 - 2021年7月4日

姓名： 李詠珊
職位： 服務主任 2014年10月26日 - 2015年8年29日

姓名： 梁晨景
職位： 服務幹事 2019年6月29日 - 2021年2月13日

姓名： 鄭海恩
職位： 服務幹事 2015年1月2日 - 2016年1月1日

姓名： 伍彩紅
職位： 服務幹事 2021年3月1日 - 至今
姓名： 劉潔茹
職位： 服務主任 2021年９月1日 - 至今
(註：灰底為現職同工)

ersary

1971-2021

姓名： 朱小頴
1982年9月開始接受神學訓練

姓名： 張淑貞
1999年9月開始接受神學訓練

姓名： 陳穎智
2008年9月開始接受神學訓練

姓名： 黃啟泰
1983年9月開始接受神學訓練

姓名： 黃澤高
2001年9月開始接受神學訓練

姓名： 陳欽勵
2013年9月開始接受神學訓練

姓名： 楊顯聰
1983年9月開始接受神學訓練

姓名： 姚紀星
2001年9月開始接受神學訓練

姓名： 劉玉珊
2013年9月開始接受神學訓練

姓名： 吳順然
1986年9月開始接受神學訓練

姓名： 李家強
2005年9月開始接受神學訓練

姓名： 鄭穎塱
2019年9月開始接受神學訓練

姓名： 徐步雲
1995年9月開始接受神學訓練

姓名： 朱伯威
2005年9月開始接受神學訓練

姓名： 區芝
2019年9月開始接受神學訓練

姓名： 黃偉佳
1997年9月開始接受神學訓練

姓名： 雷家輝
2007年9月開始接受神學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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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分享

歷年蒙召服事主
之會友名單

全體同工心聲

學基點將錄

敬拜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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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唐艷紅
職位： 服務主任 2016年3月1日 - 2017年5月1日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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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基點將錄

姓名： 蔡詠朗
職位： 服務幹事 2016年10年4日 - 2019年1月1日

姓名： 陳麗芳
職位： 服務幹事 2011年10月6日 - 2016年9月3日

前主任牧師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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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執事名單
1971-2021

1979 紀華彬弟兄(主席)、陳裕華弟兄、鄭瑞祺弟兄、
周權弟兄、江廉文弟兄、*楊步雲主任傳道

1991 杜枝生弟兄(主席)、董松坡弟兄、孫熙偉弟兄、
蘇信堅弟兄、劉福庭弟兄、鄧紹維弟兄、
*鄧英善主任牧師

1980 (上半年)
紀華彬弟兄(主席)、陳裕華弟兄、鄭瑞祺弟兄、
周權弟兄、江廉文弟兄、*楊步雲主任傳道
(下半年)
陳裕華弟兄(主席)、鄭瑞祺弟兄、周權弟兄、
梁堅強弟兄、黃啟泰弟兄、*楊步雲主任傳道

1992 杜枝生弟兄(主席)、蘇信堅弟兄、鄭劍權弟兄、
鄧紹維弟兄、沈慶健弟兄、孫熙偉弟兄、
董松坡弟兄、劉福庭弟兄、*鄧英善主任牧師
1993 杜枝生弟兄(主席)、董松坡弟兄、沈慶健弟兄、
鄭劍權弟兄、楊桂彪弟兄、白回南弟兄、
蘇信堅弟兄、姚紀星弟兄、沈全衎弟兄、
*鄧英善主任牧師

1981 鄭瑞祺弟兄(主席)、黃啟泰弟兄、吳超明弟兄、
梁堅強弟兄、*楊步雲主任傳道
1982 鄭瑞祺弟兄(主席)、梁堅強弟兄、吳超明弟兄、
黃啟泰弟兄、*楊步雲主任傳道

1994 楊桂彪弟兄(主席)、白回南弟兄、蘇信堅弟兄、
姚紀星弟兄、沈慶健弟兄、沈全衎弟兄、
陳港開弟兄、官玉華弟兄、鄭劍權弟兄、
*吳順然牧師(代堂主任牧師)

1983 吳超明弟兄(主席)、麥宇田弟兄、黃啟泰弟兄、
盧家亮弟兄、*楊步雲主任牧師

1995 楊桂彪弟兄(主席)、白回南弟兄、官玉華弟兄、
鄭劍權弟兄、沈慶健弟兄、李應釗弟兄、
黎家業弟兄、姚紀星弟兄、陳港開弟兄、
*吳順然牧師(代堂主任牧師)

1984 麥宇田弟兄(主席)、盧家亮弟兄、馮浩權弟兄、
吳順然弟兄、*楊步雲主任牧師
1985 (上半年)
黃啟泰弟兄(主席)、吳順然弟兄、陳裕華弟兄、
盧家亮弟兄、馮浩權弟兄、*楊步雲主任牧師
(下半年)
吳順然弟兄(主席)、盧家亮弟兄、陳裕華弟兄、
馮浩權弟兄、*楊步雲主任牧師

1996 楊桂彪弟兄(主席)、白回南弟兄、姚紀星弟兄、
陳港開弟兄、李應釗弟兄、黎家業弟兄、
官玉華弟兄、葉志夫弟兄、蘇信堅弟兄、
上半年：*吳順然牧師(代堂主任牧師)、
下半年：*李仰真主任牧師

1986 陳裕華弟兄(主席)、朱光澤弟兄、吳順然弟兄、
馮浩權弟兄、*楊步雲主任牧師

1997 陳港開弟兄(主席)、楊桂彪弟兄、姚紀星弟兄、
沈慶健弟兄、李應釗弟兄、黎家業弟兄、
官玉華弟兄、葉志夫弟兄、蘇信堅弟兄、
*李仰真主任牧師

1987 陳裕華弟兄(主席)、黎佑明弟兄、鄭劍權弟兄、
盧家亮弟兄、姚紀星弟兄、*楊步雲主任牧師

1998 楊桂彪弟兄(主席)、沈慶健弟兄、姚紀星弟兄、
李應釗弟兄、麥宇田弟兄、黎家業弟兄、
官玉華弟兄、朱伯威弟兄、蘇信堅弟兄、
*李仰真主任牧師

1988 鄭劍權弟兄(主席)、姚紀星弟兄、董松坡弟兄、
黃智超弟兄、*楊步雲主任牧師
1989 鄭劍權弟兄(主席)、姚紀星弟兄、董松坡弟兄、
黃智超弟兄、*楊步雲主任牧師

1999 麥宇田弟兄(主席)、李應釗弟兄、蘇信堅弟兄、
朱伯威弟兄、朱瑞堅弟兄、*李仰真主任牧師

1990 杜枝生弟兄(主席)、董松坡弟兄、黃智超弟兄、
劉福庭弟兄、鄧紹維弟兄、*鄧英善主任牧師

(註：*為當然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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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麥宇田弟兄(主席)、戴慕華姊妹、曾家宜姊妹、
李家強弟兄、杜枝生弟兄、*李仰真主任牧師

2014 黃肇玲姊妹(主席)、王愛蓮姊妹、李耀輝弟兄、
陳家驤弟兄、孫景良弟兄、趙偉信弟兄、
戴慕華姊妹、盧偉心弟兄、*李秀峰主任牧師

2003 麥宇田弟兄(主席)、杜枝生弟兄、李家強弟兄、
葉永欣弟兄、戴慕華姊妹、*李仰真主任牧師、
*吳順然牧師（顧問牧師）

2015 王愛蓮姊妹(主席)、張承達弟兄、李耀輝弟兄、
盧偉心弟兄、黃肇玲姊妹、陳家驤弟兄、
孫景良弟兄、戴慕華姊妹、葉志夫弟兄、
*李秀峰主任牧師

2004 蘇信堅弟兄(主席)、戴慕華姊妹、曾家宜姊妹、
王愛蓮姊妹、葉永欣弟兄、符莉萍姊妹、
李家強弟兄、*吳順然主任牧師

2016 張承達弟兄(主席)、王愛蓮姊妹、李耀輝弟兄、
盧偉心弟兄、黃肇玲姊妹、陳家驤弟兄、
孫景良弟兄、葉志夫弟兄、*丁贊鴻代主任牧師

2005 蘇信堅弟兄(主席)、戴慕華姊妹、曾家宜姊妹、
王愛蓮姊妹、麥宇田弟兄、符莉萍姊妹、
李家強弟兄、蔡秉文弟兄、*吳順然主任牧師

2017 張承達弟兄(主席)、盧偉心弟兄、王愛蓮姊妹、
湛紀賢弟兄、黃肇玲姊妹、陳家驤弟兄、
葉志夫弟兄、孫景良弟兄、張柏儀姊妹、
藍睿熙弟兄、周頴熙弟兄、*丁贊鴻代主任牧師

2006 蘇信堅弟兄(主席)、戴慕華姊妹、曾家宜姊妹、
王愛蓮姊妹、麥宇田弟兄、蔡秉文弟兄、
陳欽勵弟兄、*吳順然主任牧師
2007 王愛蓮姊妹(主席)、陳欽勵弟兄、曾家宜姊妹、
蔡秉文弟兄、陳家驤弟兄、*吳順然主任牧師

2018 盧偉心弟兄(主席)、王愛蓮姊妹、張承達弟兄、
湛紀賢弟兄、葉志夫弟兄、孫景良弟兄、
張柏儀姊妹、藍睿熙弟兄、周頴熙弟兄、
雷國強弟兄、*丁贊鴻代主任牧師

2008 陳欽勵弟兄(主席)、戴慕華姊妹、温綺玲姊妹、
王愛蓮姊妹、蔡秉文弟兄、陳家驤弟兄、
黎佑明弟兄、葉志夫弟兄、高耀鈞弟兄、
張承達弟兄、鄭佩瑜姊妹、蘇秀英姊妹、
*吳順然主任牧師

歷史回顧

2013 張承達弟兄(主席)、黃肇玲姊妹、李耀輝弟兄、
蘇秀英姊妹、葉志夫弟兄、黎佑明弟兄、
孫景良弟兄、趙偉信弟兄、*丁贊鴻代主任牧師

學基點將錄

2001 麥宇田弟兄(主席)、蘇信堅弟兄、朱伯威弟兄、
沈慶健弟兄、戴慕華姊妹、曾家宜姊妹、
*李仰真主任牧師

前主任牧師感言

2012 張承達弟兄(主席)、陳家驤弟兄、黃肇玲姊妹、
蘇秀英姊妹、葉志夫弟兄、黎佑明弟兄、
*吳順然主任牧師

全體同工心聲

2000 麥宇田弟兄(主席)、李應釗弟兄、蘇信堅弟兄、
朱伯威弟兄、沈慶健弟兄、*李仰真主任牧師

2020 張承達弟兄(主席)、高耀鈞弟兄、黃耀安弟兄、
湛紀賢弟兄、張柏儀姊妹、藍睿熙弟兄、
周頴熙弟兄、陳美珍姊妹、趙偉信弟兄、
周世廉弟兄、*趙偉舜主任牧師
2021 高耀鈞弟兄(主席)、趙偉信弟兄、黃耀安弟兄、
周世廉弟兄、藍睿熙弟兄、陳美珍姊妹、
王愛蓮姊妹、孫景良弟兄、黃偉忠弟兄、
*趙偉舜主任牧師

2010 陳欽勵弟兄(主席)、張承達弟兄、温綺玲姊妹、
蘇秀英姊妹、戴慕華姊妹、黎佑明弟兄、
葉志夫弟兄、陳家驤弟兄、盧偉心弟兄、
*吳順然主任牧師

(註：*為當然執事)

2011 陳欽勵弟兄(主席)、張承達弟兄、温綺玲姊妹、
蘇秀英姊妹、戴慕華姊妹、黎佑明弟兄、
葉志夫弟兄、陳家驤弟兄、盧偉心弟兄、
*吳順然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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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陳欽勵弟兄(主席)、陳家驤弟兄、温綺玲姊妹、
蘇秀英姊妹、戴慕華姊妹、王愛蓮姊妹、
黎佑明弟兄、葉志夫弟兄、高耀鈞弟兄、
張承達弟兄、鄭佩瑜姊妹、鄧懿君姊妹、
*吳順然主任牧師

執事分享

2019 張承達弟兄(主席)、湛紀賢弟兄、雷國強弟兄、
盧偉心弟兄、王愛蓮姊妹、張柏儀姊妹、
藍睿熙弟兄、周頴熙弟兄、*趙偉舜主任牧師

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前主任牧師感言

HERITAGE BAPTIST CHURCH

給學基的一封家書    

彭偉光牧師
Rev. Paswaters
Pang Wai-kwong
親愛的主內弟兄姊妹：

My dearest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雖然我不能與你們在一起，我希望你們知道彭師
母和我都非常愛你們。我亦希望你們時常記住，對比
我們對你們的愛，主的愛更大，因祂是以永恆的愛愛
你們。

Even though I cannot be with you,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Mrs. Paswaters and I love you very much. I also
want you to always remember that God loves you with an
everlasting love which is much greater than our love for you.

因着主的大愛，祂以恩慈對待我們，不但不會偏
待我們任何一個，更會以美善待我們。主的恩典是祂
送給我們奇妙且永恆的禮物。因此，縱使我們不配，
卻能與祂建立關係，彼此結連。祂給了我們子女的名
份，使我們成為祂的至親。祂是我們在天上的父，我
們是祂的子女，而這是一個永永遠遠的關係。

Because of His great love, He is gracious to each of
us. He favors each of you. He has good will toward you.
Grace is God's wonderful gift to us, a forever gift. Because
of His unmerited favor to us, we are connected to Him
and He to us. He has adopted us. We are members of
His family. We are His close relatives. He is our Heavenly
Father and we are His children --- FOREVER!!!

主為我們寫了一封愛的書信，就是聖經。每天閱
讀聖經可以提升我們與主的關係和連結。單單在星期
天、祈禱會、查經班或家庭崇拜中才閱讀聖經或親近
主是不足夠的，我們需要經常閱讀聖經並與主親近，
這樣做對我們有極大的好處。

He has written a love letter to us. It is called the
Bible. The way we can enhance our connection to Him
by reading His love letter every day. It is so beneficial to
study the Bible and spend time talking to Him throughout
the day, not just on Sundays, at prayer meetings, at Bible
studies or during family devotions.

你與主耶穌的關係有多親近呢？你有多倚靠祂？
主耶穌是我們每時每刻最親近的友伴。祂不但在
我們身旁陪伴着我們，而且住在我們裏面。從來都沒
有一個友伴比主耶穌對我們更專注。祂樂於聆聽我們
向祂的傾訴，不論那是令我們開心快樂，還是令我們
擔憂困擾的事。我們將困難告訴祂，祂會帶我們度過
困境，是我們隨時的幫助。祂也喜歡聽我們向祂表達
感恩。

How close is your connection to Jesus?
How much do you depend on Him?
He is your close constant companion 24/7. He is
both alongside of us and within us. There will never be a
companion as devoted as He is to us. He wants to hear what
makes you happy. He wants to hear about what concerns
you. He wants to hear about what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you have and help you get through them. He is always
available. He wants to hear what you are thankful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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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對我們這些不配的人的愛是不設限的，我們
要將一切都告訴祂，並得着祂的愛。箴言3：6教導
我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主，祂必指引我們的
路。我們的缺失和罪性，祂都知道。我的爸爸謝飯禱
告時，總會求主赦免我們的缺失，你們也要求主赦免
你們的缺失。我們的主滿有恩典，亦是免人罪的主。
祂愛你們，你們都是祂的至親。你們心中的感受，甚
至所思所想都是主所關注的，因此，你們要把一切都
告訴祂。

There is no limit to the availability of His unmerited
favor. Take advantage of it. Tell Him everything. Prov. 3:6
tells us to seek His will/plan in all that we do and He will
direct our paths. He understands our shortcomings. He
knows we are sinful. My dad, when he gave thanks at
mealtimes, asked God to forgive our shortcomings. Don't
fail to ask God to forgive your shortcomings. He is our
gracious and forgiving God. He loves you. You are His
close relative. He is interested in what you are thinking,
what you are feeling. Tell Him everything!

在我們還是不配的時候，主卻向我們施予，這就
是恩典。

歷史回顧

We need to praise Him for successes, our
relationships and our difficulties. God tells us in I Thes.
5:18 to give thanks for all things. Since He is your life's
companion, be personal with Him. Share your thoughts
with Him. There is much spiritual growth available for each
of us.

學基點將錄

我們要為自己不同的成就、與別人的關係，甚或
是困難讚美主，因為主在帖撒羅尼迦前書5：18吩咐
我們要凡事謝恩。我們要與祂建立個人的關係，並與
他分享我們的所思所想，因為主是我們終生的友伴。
祂會幫助我們在靈裡不斷成長。

Our interaction with God is very important. He still
performs miracles. Nothing is too difficult for Him. Since
we and God are close relatives, we have a son/daughter
spiritu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almighty Father/God.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聖經告訴我們甚麼可作，甚麼不可作，和如何討
主歡喜(箴言15：8，26)。聖經亦藏有很多對上主的
兒女有益處的勸勉，而接受祂的勸勉便等同與祂同
行。就讓我們一同如此行吧！

God's love letter to His children tells us what to do,
what not to do, and how to put a smile on His face. (Prov.
15:8,26) His love letter to His children has so much
beneficial advice. To take His advice means to walk with
Him.  LET'S DO IT !!!

是的，是主自己先愛我們，並向我們展現祂非凡
的恩典，祂使我們成為祂的至親。
讓我們一起將上主的愛與恩典展現給我們的親
友、鄰舍、朋友、同事、同學、執法者，以至政府的
領袖看。箴言3：6告訴我們主必會指引我們的路，並
以成功為我們的努力加冕。這是主給我們的應許，而
主必信守承諾。

Yes, God first loved us and showed us His marvelous
Grace. He made us His close relatives.

全體同工心聲

我們與主的互動是十分重要的。祂到如今仍在施
行神蹟，在祂並沒有難成的事。全能的神與我們在靈
裏的關係其實是父與子的至親關係，沒有比這更好的
了！

執事分享

2 Chron. 7:14 says, "If my people who are called by
My name will humble themselves and pray, and seek my
face and turn from their wicked ways, then I will hear from
heaven, will forgive their sins and heal their land." Our sins
need to be forgiven. Our land needs to be healed. Please,
merciful God, be gracious to us.

前主任牧師感言

Grace is when God gives us what we do not deserve.

歷代志下7：14：「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
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
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我們的
罪需要上主的赦免，我們的地亦要得醫治。慈悲的
主，求祢施恩予我們。

我想起一首詩歌《求賜大復興》的歌詞：「使我
心靈得極大復興，使我心靈得極大復興，要求聖靈進
我心中掌權，並使我心靈得極大復興。」大家不妨試
唱這首歌，並在每次重唱時調高一個音調看看吧。

Song: Send a great revival to my soul. Send a great
revival to my soul. Let the Holy Spirit come and take
control. Oh send a great revival to my soul. This song is in
Chinese. Each time it is repeated, it can go up one key.

(大題由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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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事工

Let's show God's love and grace to our relatives,
neighbors, friends, co-workers, fellow students, law
enforcement people, and government leaders. Proverbs
3:6 tells us He will direct us and crown our efforts with
success. This is a promise. He always keeps His promises.

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前主任牧師感言

HERITAGE BAPTIST CHURCH

回顧與感恩

楊步雲牧師
各位學基的弟兄姊妹，我和師母衷心恭賀你們今
年五十周年的慶典！雖然我們只參與教會最初十年光
景，但因我很早已和萬國宣道浸信西差會有連繫，所
以過去五十年都如身歷其境，見證了神的確在你們中
間動了大工。你們無論在聚會的人數、聚會的地方、
教會同工的人數及事工的拓展都大大增長，福音的延
伸也不斷擴大，實在可喜可賀！

經歷了三十年的植堂工作後，更因為我身在北
美而令萬國宣道浸信西差會向我發出更意想不到的
挑戰：到美國總部擔任華人事工主任，負責推廣普
世華人事工及在美加招募宣教士(當時的會長稱之為
Missions In Full Circle，宣教的完整循環，因我是他
們帶領信主而最後回到總部事奉的首名同工)。
在美國總部的十年事奉裏，神讓我一生的經歷及
見證可以更深遠地使用，這是何等大的恩典。感謝學
基一直多年給予我經濟上的支持及代禱，使我深感到
好像從來沒有離開過你們，讓我每次回到你們中間都
有回家的感覺。

除了可數算的感恩，更重要的是你們在這五十年
當中為主影響了不知多少的生命，深信唯有神自己才
知道，不過起碼有一位是我認識的，就是我自己了。
想當年我正在迦密中學事奉，學基的創會宣教士
彭偉光牧師因事回美國而邀請我接替主日講壇的事
奉。當彭牧師回港後，竟向我發出挑戰，一方面與他
一起建立學基，另一方面讓我到中神進修！這真是一
個大挑戰，也是一個大恩典！感謝神給我信心及平安
接受了這挑戰，於1978年離開任教十年的迦密中學，
開始事奉的新一頁。

希望這個見證能夠給你們在五十周年有更大的感
恩及激勵，使你們繼續努力，同心事主！深知主必有
祂最美好的旨意放在你們面前！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每逢為你們
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因為從頭一
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我深信那
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
的日子。」(腓立比書1章3至6節)
(大題由編輯所加)

回想當時，籌備教會自立、擬定基本會友名單、
編制會章、選立執事、制定各部事工及財政預算等等
都不是在神學院修習的科目，因此感謝學基讓我有機
會學習，而弟兄姊妹又全力支持和合作，以致能順利
成事。四年後，更有機會前往青衣開展植堂事工，成
立後來的長康浸信會。同一期間我亦開始組織香港萬
國宣道浸聯會及向菲傭傳福音的事工。
學基讓我經歷了十年非常寶貴的牧養及被牧養的
難得機會，以致及後到加拿大植堂時，能夠駕輕就熟
地去全面開展。四年後開分堂，七年後買地建堂，簡
直好像是學基浸信會在多倫多的翻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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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要傳道就需要有神的道，求主幫助學基
的弟兄姊妹在五十周年伊始，更願意用神的話語、神
的道裝備自己，使我們更有效地服事神，以榮耀主
名。

各位學基浸信會的牧長、執事、弟兄姊妹，在此
恭賀學基浸信會五十周年生日快樂！
五十周年是一段漫長的日子，五十年經歷了神的
同在、神的信實、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寶貴，求主幫助
我們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倚靠祂，不斷走在神的恩
典中，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能繼續在學基浸信會，在這個
時候為主作美好的見證，為主而活，願主恩待帶領。
最後，再次祝大家在五十周年紀念的日子蒙恩安康，
靈命長進。

求主幫助我們在紀念五十周年之際，重溫神昔日
為我們預備教會原本的旨意和目的。

前主任牧師感言

鄧英善牧師和鄧師母

全體同工心聲

HERITAGE BAPTIST CHURCH

學基點將錄

歷史回顧

務要傳道

執事分享

保羅在提摩太後書4章2節中提醒我們：「務要傳
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
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這是很重
要的提醒，讓教會即使經過五十年，也不忘它存在地
上最終的目的和神的旨意——就是要讓福音傳開。
這段經文是保羅要離開的時候，特別提醒提摩
太，特別囑咐他，無論做甚麼事，首要的事奉職責是
傳道，將神的道傳開。這傳道的意思就是將神的道宣
揚與宣講，包括牧師在主日崇拜的講道、主日學老師
的教導、團契領袖帶領的查經、弟兄姊妹個人的佈道
分享……務要將神的道傳開。

敬拜事工

(大題由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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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作鹽作光

李仰真牧師和李師母

「我們都曉得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8：28
願神親自祝福祂所建立的教會，
在這世代中作鹽作光！榮神益人！
學基教會金禧誌慶
主僕 李仰真伉儷
(大題由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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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前主任牧師感言
全體同工心聲

感謝主帶領我們的教會踏入50周年，經歷了50年 為福音擺上，筆者自己也受感動，看見福音禾場的
的恩典和風雨。作為神家裏的一分子，也是主的僕人， 迫切需要，便毅然回應主的呼召。感恩！筆者沒有
在過去約40年的教會生活中，曾在教會參與不同的事 錯過被主使用的機會。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祂要
奉崗位：組長、團長、不同的事工負責人、執事、傳 賜福給教會的每一位成員！
道人、牧師、主任牧師(約七年半)，見證着無論是個
人和全教會群體，都充滿主耶穌無數的恩典。所以， 3 沒想過有機會參與建堂計劃
迎向未來的50年，求主賜我們充足的信心、盼望和愛
心，回應祂給我們的召命，懷着雀躍的心情迎接主給
在90年代，教會領袖們和當時的主任牧師(鄧英
「學基」的復興，因為這艘50年的「學基號」，有主耶穌 善牧師)有感教會發展的需要，便四處尋覓新地方擴
的帶領，繼續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也許期間有人 展。鄧牧師也曾與其他同工一起到太子及不同地區
會離開，但主耶穌卻永遠不離不棄。
「睇樓」，後來亦開始向政府申請批地建堂和一些社
會設施。在美孚美荔道的建堂計劃中，我們經歷了
與大家分享幾個振奮人心的小故事，當中的事 不少起起跌跌的過程，但這些卻成為會眾的信心磨
情都是筆者意想不到的恩典，令人體會到「困難多， 練，無 論 在 計 劃 的 取 向、經 費，還 是 其 他 一 切，都
恩典更多」的道理。
看見主一步一步地帶領。沒想到經歷了八年的艱苦
奮鬥，主耶穌卻有祂的旨意，帶領我們到深水埗傳
1 沒想過當牧師
福音，建立現今的堂會。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祂
要賜福給教會的每一位成員！
筆者由中學同學介紹參加「學基」的聚會，19歲
時悔改信主，沒想過後來竟然擔當教會的主任牧師，在
總而言之，以上只是人生歷程中的一小部分，
學基事奉了總共21年半(包括兩年義務角色)，肩負着牧 我們已深深體會到主耶穌帶領着個別弟兄姊妹和教
養和帶領羊群的責任。後來在事奉崗位上有所改變，但 會全體，目的是要我們經歷祂的恩典，藉着有血有
與當中弟兄姊妹和同工的關係不變，仍是主內一家，同 肉的生命去榮耀祂的名。香港人經歷了2019和2020
心事奉，彼此都是服事主的夥伴和朋友。這一切都是主 年風雨飄搖的日子，我們更明白這世界已經變了，
的恩典，祂要賜福給教會的每一位成員！
更需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察驗何為神善良的旨意。
教會再不能因循地只停留在「事工、事工、再事工」
2 沒想過去開荒植堂（青衣浸信會，後來改名長康浸信會） 和「聚會、聚會、再聚會」為本的定位，卻要專注於
人與神的關係，並人與人互相守望的密切關係。教
會更趨向「無牆」的教會，穿梭於實體和網絡的新形
教會和幼稚園在美孚發展，到80年代面對逼遷
態中。求主幫助我們在這新世代成為祂所喜悅的教
的危機，教會便在青衣開荒植堂。當時作為其中一
會。
個年青執事的筆者，獲派往這個開荒的工場，見證
着約十位忠心的弟兄姊妹，和兩位蒙召的年青人黃
(大題由編輯所加)
啟泰弟兄Tony及朱小頴姊妹Winnie，一起並肩作戰，

執事分享

吳順然牧師

敬拜事工

HERITAGE BAPTIST CHURCH

學基點將錄

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                                                                         

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前主任牧師感言

HERITAGE BAPTIST CHURCH

加深與主連結

李秀峰牧師

《如此認識我》

對於歷史的主、無限的主，五十年在祂眼中可能
不足一秒。然而，祂卻眷念微小，掌管學基這五十載
的每時每刻，並其中祂兒女，連坐下起來這樣日常的
作息舉動，祂都曉得、都細察。這就是主對我們的
愛，是世上無可比擬的關係。

誰像你如此認識我？在我四周前後環繞我。
我奔跑、我躺臥、我坐下、我起來，全部你也細察清楚。
年月有如閃電飛過，但你的手從未離開過。
看春光、看艷陽、看落葉、看冰河，你右手總晝夜扶
持着我！

不少教會周年紀念，總會數算過去所建立的種種
事工、為神家擴建過的一所所教堂樓宇、教會在各方
面上的發展等。這些都確屬神恩，值得回顧，但我相
信我們的主，會更關注祂兒女在這些事工與建築當
中，生命有何等的成長？更重視我們是否愛祂更深？
這就如主耶穌在啟示錄中，對七教會的檢視。

我在地上年日你已經數算過，你心底的意念如海沙那
麼多；
我在地極與天涯仍舊看顧着我，這高深的愛可測得透
麼？

祂深知道每個信徒所經歷的一切，在各種際遇中
為主所付上的，其中有獲主讚許的，有受主責備的，
有主預告未來的困難，又有主的勉勵和應許，讓教會
都堅心持守。故此，在回顧教會歷史的同時，讓我們
也回顧屬靈生命的歷史，看看上帝在我們中間建立的
「生命工程」，亦探索我們如何加深與主結連。

迎面障礙雖避不過，但我有主同在能衝破。
有北風、有巨浪、有禍患、有艱難，我藏身主蔭下昂
然步過。

再者，香港教會未來的處境，相信會比過去都更
為艱困。我很想將以下一首詩《如此認識我》的歌詞
與親愛的學基弟兄姊妹分享，盼望一起靠着那位已經
領我們走過五十年高高低低日子的主，繼續在未來風
雨飄搖之時代為主奔跑前路，忠誠回報愛我們的主，
為祂作美好見證！

(大題由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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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是人真正認識神的應有回應，因為祂的超
然與偉大，令人產生敬畏而自然下拜！因神給予我們
好處、福氣才敬拜，是交易而已，毫不珍貴！唯有學
習約伯的回應——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
應當稱頌的！(伯1：21)——越過禍福的層面，向神
的本體發出摯誠的敬拜！

能夠在50年中與大家同行16載，是榮幸！
能夠經歷從美孚遷堂至元州街現址，近距離察驗
神的奇妙作為與大恩，是造化！心底仍是那句話：感
謝神！
神在這50年來對學基的恩典實在多而又多，相信
在其他牧者、長執及兄姊的鴻文中已闡釋良多，不需
我再多言。讓我就今次金禧慶典的主題：YouWe——
代表神與學基的弟兄姊妹——與眾位同勉。

不息，是指時間上、心志上、形式上等等，以我
們的全人(所行、所思、所有)回應神的至高、至大、
至榮！超越只在每周主日崇拜、一日三次/五次公式
的禱告，甚至是月朔/節期的慶祝聚集等等，更應超
越年日的限制、環境的順逆、情緒的起跌、健康的好
壞……直至不論任何人或事，都不能動搖我們敬拜神
的決定與行動！

YOU : Yhwh Of the Universe 耶威——宇宙之神
我們的神(YHWH)(出3：13-15)是那自有永有的
神，祂超越一切、掌管萬有，即使現今人類科技進
步，AI、生物科技發展神速，甚至有指他日可製造人
類，但仍只能對神以指頭所造的宇宙有皮毛的認識，
不能測透宇宙的萬一！

願學基眾兄姊真正認識、確信神是宇宙的至高主
宰，並按着這真正的認識向祂發出不息的敬拜！

歷史回顧
前主任牧師感言

WE : Worship Eternalness 敬拜不息

能夠在學基浸信會50周年金禧慶典特刊中寫下感
恩片語，是恩典！

全體同工心聲

丁贊鴻牧師(前代主任牧師)

執事分享

HERITAGE BAPTIST CHURCH

學基點將錄

YouWe——宇宙之神，敬拜不息

榮耀歸予我們天上的神！

敬拜事工

當然，神也是那掌管歷史、教會興衰的神！今天
世情、政局波譎雲詭，教會也同樣面對這風起雲湧的
時勢，當中的起伏變化或許令我們感到失望、困惑，
猜疑神的存在及主權，但神仍是那活在歷史長河之上
的神，在祂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雅1：
16-17)。人縱然失信，但祂仍是可信的，因祂不能背
乎自己！(提後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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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於基督
建立生命
趙偉舜主任牧師

學 基 五 十 年，金 禧 之 喜。五 十 年 走 過 的 路，成
就今天的學基。路途上有不少人的禱告、心血、汗
水等，才能編織一個個故事，塑造學基的文化。今
天慶祝主的恩典，透過人與事，讓學基成為怎樣的
教會、怎樣的屬靈群體。

這裏是基督的身體，是學基人屬靈的家。我們
銳意遵從大誡命：愛神愛人(可12：29-31；申6：4-5；
利19：18)，並 履 行 大 使 命：建 立 門 徒(太28：1920)。為了在學基家踐行大誡命與大使命，我們透過
四 大 事 工(敬 拜、牧 養、服 事、見 證)，希 望 建 立 弟
兄姊妹成為主所喜悅的群體。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以基督為首的屬靈群體。
這群體裏有帶領者，領受從上而來的使命，引導群
體按主的心意而行。若不是彭牧師所領受的異象，
便沒有學基。彭牧師一家人同心為主擺上，以生命
見證所信的道。因此，學基便在此屬靈氣氛下茁壯
成長。

神是我們的創造主及救贖主，是我們當敬拜的
對象(詩95：1-7)，因此我們當作敬拜的群體(西3：
16-17)。每次的敬拜是我們經歷與主相遇的時刻，
透過聖經教導、詩歌禮儀等，建立我們成為敬虔的
生命。群體的敬拜需要有個人恆常敬拜為基礎，當
每個弟兄姊妹與神的關係密切，集體的敬拜更感受
到神的同在。

教會是屬靈群體的家。家人的事也是自己的事，
與憂傷的人同憂、與喜樂的人同樂，這才是屬靈的
家。人人分擔家務，恩賜彼此發揮，建立我們的家。
學基群體屬靈的根源來自浸信會，浸信會重視
常常參與家聚，同心敬拜行主道，建立我們家人的 「信 徒 皆 祭 司」的 信 念(彼 前2：9；出19：6)，「彼 此
關係。當這個家以基督為首、以福音為念、勤於考 相愛」是我們所領受的命令(約13：34-35)。牧養事
查聖經、樂於禱告守望，這個家便充滿主的榮光， 工 讓 群 體 發 揮 恩 賜，彼 此 建 立 生 命(弗4：11-16)。
因為聖靈充滿各人，讓我們合而為一，建立基督的 牧區或小組須每年釐訂目標，向着標竿直跑，追求
身體，榮神益人。
成長。這共同成長的目標可以是屬靈知識的增長、
事奉技巧的學習或服事計劃的實踐。每次開組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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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學基的核心價值，是學基群體渴望成長
的景況。即使這是合神心意的教會成長藍圖，也不
保證這教會成長的歷程便一帆風順，因為撒旦必定
攻擊這屬靈的群體。如何攻擊呢？撒旦可以用環境
攻擊，讓我們知難而退。撒旦可以利用我們各人的
私慾惡習等，進行內部破壞，撕裂人際關係。歷代
地方堂會，沒有一間是完美的，學基也不例外。面
對歷史的時刻、疫情的挑戰、人性的軟弱等，我們
學習以禱告相連，彼此守望，守望我們的學基家。
面對社會人心的幽暗無奈，願學基成為人們的安慰
與盼望。連於基督，建立生命。

學基群體是福音的見證人(徒1：8)，我們要下
網打魚，為主接觸未信的群體(羅10：14-15)，讓他
們能夠與主復和(林後5：17-21)，成為屬靈群體的

歷史回顧

主 的 榜 樣(可10：45)教 導 我 們「施 比 受 更 為 有
福(徒20：35) 」。我 們 連 於 基 督，效 法 基 督 的 身 教
言教，努力以生命見證所信的道，期望作世上的鹽
和 光(太5：13-16)。服 事 若 只 有 形 式，只 是 手 的 服
事。當服事是由心出發，才是心的服事。學習服事
的場所當由家庭為開始(提前5：8)，具體地實踐愛
心(約 一3：18)，然 後 我 們 可 以 學 習 在 教 會 承 擔 使
命，盡心服事，建立這屬靈的家。面對社會的需要，
我們當作出回應，因為這是主的心意(路4：18-19；
賽61：1-2)，也是我們見證神的機會(徒2：44-47)。

學基點將錄

家人(約1：12)。我們需要向我們的親人、朋友、同
事、街坊等作見證，幫助他們認識福音。我們可以
透過參與本地或海外的宣教事工，參與跨文化的福
音工作，為主多得人。無論得時不得時，我們總要
作好傳福音作見證的本份，讓更多生命得到重生。

前主任牧師感言

個 Ｗ(worship, word, work, walk)，提 醒 我 們 彼 此 牧
養是為了共同成長，互相激勵，多作善工，榮神益
人。

敬拜事工

執事分享

全體同工心聲

「連於基督，建立生命。」

33

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全體同工心聲

回．未
楊健枝傳道

教會有很多年資比我高的弟兄姊妹，他們更有資格
談論教會的高低起跌，相信他們同是百般滋味在心
頭。唯盼在這過程中，仍有信心靠賴永恆不變的主，
同度這時艱。

感恩！主看顧學基家踏入50歲！
「回」想自己初到學基已是2007年，當時是一名
正讀三年級的神學生。接觸和牧養的是一班滿有活
力、創意，可說是可愛的年青人和兒童。轉眼十多
年後的今日，這群年青人有的已成家立室、有兒有
女，也有些已讀大專或在社會中打滾數年。

聖經裏「教會」的原文意思：被召出來的人。我
們每一個人加起來便是「教會」。我們這羣被召的人
生命如何，教會便是如何。

在教會中牧養，最為之回味，莫過於人與人之
間經歷主的片段。看到羊羣成長，在主裏成熟、靈
命堅壯，也看到在人的生命中對信仰、情理之間的
掙扎，使人能真實地看見人與神關係連結的接口。
以上的經歷在過去牧養生涯中不斷出現，令我深深
體會到不只是我牧養弟兄姊妹，他們的生命也同時
牧養着我。

若往事真是不堪回首，真不是味兒，但想深一
層，我們能有點滴回味，已是一樁美事和恩典了。
「未」來，雖然世情多變，但我深信在這時代，
教會的使命——為主的名作鹽作光——仍然是不變
的，只是我們仍要努力回應和實踐，求主施恩幫助。
願在此時此地被主呼召出來蒙恩的學基人，能在「未」
來更多的五十年，繼續為主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
身體，在地上榮耀主名。

常言道：「十年人事幾番新。」這數年間，幾多
的人與事在眼前轉變，相信教會的實況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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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更多的是默默工作、緊守服事崗位的。其實每逢堂
慶感恩，我們都可以回想向我們傳福音、建立教會
的前人，追問學基是怎樣開始的呢？而當我們追溯
下去的時候，我們往往會發現原來學基有些前輩是
有份帶人信主、建立教會的，而這些前輩的生命表
現又提醒了我們成長的方向，叫我們這一群信耶穌
的人，不要只是單單留在基督的軌道上，愛其他弟
兄姊妹，而更加要記念宣講基督的工作，學效保羅
作基督忠心的僕人。

今天，我們能夠行在基督耶穌的軌道上面，能
夠對耶穌有信心，對眾聖徒有愛心，不可以忘記是
源於當初聽見福音，知道神藉着耶穌基督所施行的
拯救。我們要認識到使我們能夠經歷上帝恩惠這個
福音的本質，就是要在世界各地繼續結果增長，使
更加多人能夠信耶穌，更加多人行在基督耶穌的軌
道上面，沿着軌道成長。

保羅昔日帶歌羅西信徒在軌道上面思前，就是
為了想後(西一3：8)。盼望我們踏入第五十一周年
前都檢視到自己的生命景況、自己的站位。我們的
尾站當然是耶穌再來時所帶來的新天新地，可是知
道下一個站是甚麼也很重要。使徒保羅彷彿作了我
們 的 車 長，告 訴 我 們︰「下 一 站 是 忠 心 於 主、宣 講
基督。」衷心祝願我們學基家弟兄姊妹的生命都「on
the right track」！

敬拜事工

回想起自己由信主成長到2017年加入學基家事
奉，這許許多多年間見證過不同生命的成長，有些
成為了教會領袖，有的蒙上帝呼召預備作傳道牧者，

全體同工心聲

五十載之後會有六十載、七十載，時間會過去，
我們會老，但教會的生命成長不是必然的。如果學
基的成長只定格在五十載，那就像火車在軌道上卻
不前行一樣，這樣的火車通常可以在火車博物館見
到，它只是為了將時光定格，給人參觀，軌道亦不
能夠通往任何地方，坐上去也不會見到下一站的風
光。

執事分享

梁禮彬傳道

前主任牧師感言

學基點將錄

五十載的
思前想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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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與互勉                                                                                                                                  
周瑞姬傳道

感謝主，讓我在2020年6月1日成為學基家的一
分子，能與同工及弟兄姊妹共慶50周年。過去大半
年，聚會的模式、參與的人數及奉獻雖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教會也有人事上的變動，但不減弟兄姊
妹對教會的愛，尤其是美孚年代在學基家成長及10
多年前開始在深水埗聚會的弟兄姊妹，那份愛家的
情，實在難以言喻。相比這羣弟兄姊妹，我只是一
名初生嬰兒，對這個家的感情理應不太濃，但我也
無法解釋，很快就投入這個家了。

宣道浸信會西差會彭偉光宣教士夫婦(REV. & MRS.
PASWATERS)所創立。本會承接初期教會的使命，
傳揚耶穌基督的拯救恩典，使人明白聖經真理，得
着永生的盼望，裝備信徒全面及積極地履行神所賜
的大誡命和大使命。同時，本會也透過參與地區社
會服務，具體地幫助有需要的人羣；所以在教會發
展的過程中，曾先後開辦幼兒園、幼稚園、青年中
心、自修室和老人中心、「學基愛鄰社」等社會服務，
以基督的愛心來服務社羣。

2021年1月24日 主 日 崇 拜，詩 歌 敬 拜 時，我 心
情 有 點 激 動，因 我 想 起 我 過 去40多 年 信 主 及 事 奉
的經歷，歌詞正是我對我母會的情懷及事奉心志。
這 兩 首 歌 就 是「謝 主 恩，求 異 象」(學 基17周 年、25
周 年 和2004年 進 新 堂 的 主 題 曲)，以 及40周 年 的 主
題 曲「承 異 象，獻 一 生」。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s0ybsIUTw(承異象，獻一生的連結)

使命基礎：教會履行主耶穌所吩咐的大誡命和
大使命。大誡命：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
盡 意、愛 主 你 的 神。這 是 誡 命 中 的 第 一，且 是 最
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馬太福音
二 十 二37-39)大 使 命：所 以，你 們 要 去，使 萬 民 作
我 的 門 徒，奉 父、子、聖 靈 的 名，給 他 們 施 洗。凡
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
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二十八19-20)

異象，對每間教會及每位基督徒都非常重要，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
帶領教會前進，需要團隊擁抱異象，同心同行，
(箴言29：18)，教會能得異象，弟兄姊妹能回應主 我也以刊載在學基網頁上的資料，與同工們彼此互
的召命，願意把一生獻給主，教會就興旺。
勉互勵。
過去12年，我曾在不同教會事奉，經歷神的同
在及祝福，恩典滿滿，但在回應神的召命時，總是
有點「差少少，未完全」的感覺，直至看到學基的招
聘廣告、上網搜查學基資料，以及真的來到學基家，
我感到「是這裏了」。

同工團隊：學基浸信會是一個着重「團隊事奉的
教會」，同工同心事奉，彼此相愛配搭，建立基督的
身體，是我們教牧同工的目標。我們教牧團隊是由
一班蒙神呼召，一生跟隨主基督，事奉祂的人所組
成。神將不同的恩賜賞賜給我們，並先後帶領我們
來「學基」事奉祂。因此「學基」就成為我們事奉的工
場，也成為我們的使命和負擔。我們相愛同心，彼
此配搭，努力作成主的工，成就神的旨意。同時，
我們亦甘願成為每一位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或朋友的
僕人，幫助和服事您們，為您們禱告！

我在學基短短幾個月，又因疫情少實體聚會和
見面，所以與大家同行的經歷只有一點點。踏入50
周年，我以刊載在學基網頁上的學基簡介及使命基
礎，彼此提醒和互勉：



學 基 簡 介：學 基 浸 信 會 是 在1971年4月 由 萬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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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的牧者與弟兄姊妹，在這五十年當中，不論是建
堂、成立不同的事工、小組，甚至是大大小小的植
堂和宣教工作上，都讓學基能經歷上帝恩典上的恩
典。然而在歡喜的背後，2021年對於香港的教會而
言，卻是沉重和疑惑的一年。經歷過五十年磨練的
學基，我們能夠學習到昔日上帝給我們的管教，去
面對將來更大的挑戰，領受上帝更大的恩典嗎？

上帝所賜的恩典，之所以豐滿，是因為這是一
份「恩上加恩」的恩典。
感謝神的帶領，讓我能夠作為主的僕人來到學
基事奉，與一班忠心的弟兄姊妹一同服事，更能在
這個五十周年的大日子當中，見證到神一直以來對
學基的眷顧，實在是無比的榮幸。教會是一個很特
別的群體，它不是以深奧複雜的道理作為信念，因
為我們只傳十字架的信息；也不是由一棟宏偉的建
築物來招聚人，因為我們是靠基督的愛心來吸引未
信的人；教會更不會害怕面對痛苦逼迫，因為我們
常存耶穌再來的盼望。

今年五十周年的年題中，YouWe是一個值得令
人深思的標語，因為You是指上帝，We是指我們。
當YouWe連結在一起，代表我們眾人一同與主連結。
若我們信徒之間，並不是因基督的緣故而彼此連結，
不是努力以基督的心為心，相信我們所作的都只是
枉然。因為上帝所看重的並不是我們的成就，而是
看重我們在祂所交付的事情上，有沒有盡忠盡力。
願學基能成為上帝榮耀的見證，效法基督捨己
的愛心，活出聖靈引導的教會！

敬拜事工

回顧學基在這五十年來的歷史，縱然遇過不同
的風風雨雨，上帝卻為學基預備了一班樂意委身事

全體同工心聲

從他豐滿的恩典裏，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
加恩。(約翰福音1：16)

執事分享

黃倬曦傳道

前主任牧師感言

學基點將錄

五十周年
恩上加恩

37

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全體同工心聲

思恩
區芝傳道

「真感恩！」這句說話大概你與我都說過，甚至
乎你身邊未信主的朋友都可能會說。恩典這字，固
然出自聖經，然而恩典對我們這信主群體有更深的
意思嗎？

談到學基所經歷的恩典，我們經歷的上帝又是
怎樣的呢？在學基成長的我，經歷的上帝亦是有恩
典、有憐憫的上帝。我在學基的青少年牧區信主、
開始事奉，經歷過牧區興旺、大家火熱事奉、人數
眾多的光陰，亦經歷由青少年崇拜轉到成人崇拜的
適應時期，到職場工作後的大家幾乎沒多少人參與。
經歷過牧區中的牧者、組長、敬拜隊、舞蹈隊等，
各部分的事奉人員都陣容鼎盛的光景，又遭遇過事
奉人手短缺、小組內關係緊張的時刻。回想在學基
中經歷過不少上帝祝福的時刻，也經歷過群體中遇
上屬靈危機之時，還有個人屬靈上的高山與低谷。
而我經驗到的上帝，就是在每次患難與低谷中祂總
是同在與安慰，上帝的真實就在於此。踏上全時間
牧養教會這條路的我，相信在屬靈上、事奉果效上，
不會是平步青雲，但肯定有上帝的恩典與憐憫。最
後，也分享一下我回到學基事奉的心跡，乃是源於
當年初到學基時，偶然參與了白姑娘的分享會。宣
教士隻身來港服事的委身，一直刻在我心上，驅使
我很想承傳這份建立教會的心志，成為其中一個被
興起的本地信徒，參與在承傳福音、建立教會的職
事。不知道你有否經歷過上帝的恩典與憐憫呢？但
願我們學基家的每一位，都經歷到上帝是與人立約、
有憐憫有恩典的上帝。

恩典，在新約以恩惠這意思出現時，可以有三
個 向 度：1.用 作 主 動 向 別 人 施 予；2.被 動 地 從 別 人
領 受；或 者，3.特 別 指 明 是 上 帝 的 恩 惠。在 這 篇 分
享 文 章 中，我 最 想 分 享 第3點 那 個 恩 典 向 度——上
帝的恩惠。我查考一下舊約提及恩典這字的經文，
教我最深刻的是「有恩典、有憐憫的上帝」1.這個恩
典與上帝相關的稱謂。這帶出了恩典與憐憫的關連
性，為甚麼形容上帝總是要一併提及恩典與憐憫？
參考高銘謙博士《有恩惠，有憐憫的耶和華》一文，
2.
「有恩典、有憐憫的上帝」是以色列群體對上帝的
認識和理解，是基於盟約與經驗的宣認，而盟約(申
二十八章、利二十六章)是以色列民理解上帝慈愛的
基礎。簡述這盟約的條款，申命記二十八章指出遵
守耶和華的律例典章便有福氣(申二十八1-14)，而
違反耶和華的律例典章便有禍患(申二十八15-68)。
值得留意之處：上帝是隨時樂意賜下福氣的，而禍
患則是先有分階段的警告，並有悔改的機會。當人
願意悔改時，上帝便立刻傾福。這個盟約中的賜福
與降禍是多麼不均等(賜福的心意遠多於降禍)，這
就是以色列民所經驗的上帝，亦之所以，他們所認
識的恩典，總是恩典與憐憫相提並論。

備註：
1. 包括出現於：出34:6、代下19:2、尼9:17、9:31、詩86:15......，等。
2. 高銘謙。《有恩惠，有憐憫的耶和華》。網頁《高銘謙Facebook專頁》
（2017年6月30日），
https://zh-hk.facebook.com/KoMingHim/posts/140625319278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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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基今年已50歲，謹此祝願學基家繼續興起年
青的一代，願意起來承擔教會不同的事奉崗位，為
天國盡忠。祈求恩主賜福各肢體，眾人在身、心、
靈上得蒙保守。最後，送上其中一首我很喜歡的詩
歌「恩 典 的 記 號」，有 一 句「走 過 的 路，有 歡 笑 有 淚
水，將成為主恩典的記號。」是的，過去很多的經歷，
有苦、有樂，但天父的恩手從不離開學基家。學基
浸信會生日快樂！

敬拜事工

執事分享

感謝天父帥領我來到學基浸信會服事，成為學
基大家庭的一分子，入職時正好是學基浸信會50周
年。感謝慈悲仁愛的天父，帶領學基家度過50個寒
暑，確是不容易，全是上帝恩典。雖然我沒有與大
家一起參與經歷過去的日子，但我已經感受到學基
家的情和弟兄姊妹對我的愛。我深信在未來的日子
裏，天 父 的 恩 惠、慈 愛、引 導 及 福 份，必 定 大 大 的
臨到學基家的每一位肢體，使教會繼續在深水埗社
區中成為燈臺，發光發熱，成為更多社區的祝福。
願天父在未來的歲月繼續引領教會靠天父恩典度過
每一個寒暑，讓天父的旨意顯明在各人心中，使我
們彼此同心、承擔使命、廣傳福音。

全體同工心聲

蘇諾荇傳道

前主任牧師感言

學基點將錄

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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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基 50 周年
隨筆
陳欽勵傳道

執筆時想起今年早前和弟兄姊妹一同查考約書
亞記。約書亞按照耶和華的吩咐，帶領以色列人過
約 旦 河 進 入 迦 南 地 後，還 要 面 對 長 時 間 的 爭 戰。6
至11章記載了4場戰役，從耶利哥城到艾城，從南地
之戰到北地之戰，一場比一場艱難兇險。第11章記
載了最後的北地之戰，形容敵方聯軍是前所未見的
強大，「人數多於海邊的沙，並有許多馬匹、車輛」，
齊集米倫水邊要攻擊以色列人。耶和華在這戰役中
卻並沒有像耶利哥和南方之戰一樣，使用神蹟奇事
來幫助以色列人。在悠長跟隨主的旅程上，我們必
會遇到不少爭戰，或許這些爭戰越來越大，叫我們
似乎無力面對，神蹟也未能如願發生。

然而，這段經文的重點信息對我們有非常適切
的提醒。首先，耶和華吩咐約書亞不要因敵人懼怕，
耶和華必將他們交付以色列人，約書亞「要砍斷他
們馬的蹄筋，用火焚燒他們的車輛」(6節)。之後，
在11章 後 半 章 短 短15節 經 文 中，4次 重 複 提 及 約 書
亞的行動正正是按照耶和華和他的僕人摩西所吩咐
的(9、12、15節上、15節下)。即使世界不似預期，
無論面對多麼困難的考驗，神的話在兩方面提醒我
們：第一，仍要勇敢，不怕也不靠人的勢力和「馬、
車」，要知道得勝單單屬乎神；第二，我們總要遵從
神的吩咐到底。
願與弟兄姊妹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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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於基督分享愛

一句聖經金句時刻提醒我如何在家中或任何地
方對待身邊的人，馬太福音七章12節︰所以無論何
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One verse of God's Word in the Bible that always
comes to my mind in my daily life in family and in society is
Matthew 7: 12 which says "So in everything, 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have them do to you, for this sums up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許 多 時 候，世 界 的 經 驗 是：當 你 付 出，你 就 有
收穫，當你去愛，你就可以被愛。然而當我們真正
連繫於基督，我們就明白我們之所以去愛，不是為
了得到別人的愛，我們去愛，因神先愛我們。神差
他的兒子耶穌基督來到我們當中，道成了肉身，為
我們捨身、救贖我們脫離罪惡，賜下救恩，這顯明
了神的愛。

For most of the time, we live by principles of the
world:“You give and you will get. You love to be loved.”
However, when we truly connect to God, we will realize that
we love not so that we are loved but because we have been
loved. God proved His love for us by sending Jesus Christ to
earth, who became flesh, died for us, and redeemed us from
all our sins so that we might get salvation.
Connect to God, We Share Love Together.

連於基督，分享愛。

Ever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Heritage Baptist Church
has been able to carry out various types of services that exist
to be blessings to the congregation and community. This is all
because of God's love, guidance and providence. Therefore,
through the 5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the Heritage
Baptist Church, we want to realize again how much love
Heritage Baptist Church has received from God. Because of
that, let us also share that love together.

自學基基浸信會成立至今，教會的各樣事奉祝
福了弟兄姊妹及社區，這都是因着神的愛、帶領及
供應。透過學基浸信會建堂50周年慶典，讓我們再
次發現原來我們得享了神那麼多的愛，因此，我們
也想齊心將愛分享給身邊的人。
連於基督，讓我們分享愛，因神先愛我們。

Connected to God, We Share Love Together because
God had first loved us.

學基浸信會50周年生日快樂！願主祝福大家！


Happy 50th Anniversary of Heritage Baptist Church.
God bless.

(黃于善姊妹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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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s creation of God through His love, have an
inborn desire to love and to be loved by others. We can
show our care and love for others not only in our family but
also in society, such as in the office where we work or at
the school where we study, even wherever we are.

執事分享

我們都是因着神的愛被造的，所以生下來就有
愛和被愛的需要。我們表達關心及愛，不只是對家
人，也對身邊可以接觸的人，例如在職場或學校遇
到的，或任何身處之地所遇見的。

敬拜事工

Ps. Icefina Atto

前主任牧師感言

學基點將錄

Connected to God, We
Share Love Together   

學基蒙恩五十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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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使命
關艷媚事工幹事

今年是教會踏入50周年的大日子，回顧過往神
的帶領，主恩豐富，難以一一盡錄。回想在70年代，
神藉美國宣教士彭偉光牧師夫婦的心志，創立學基
幼稚園和學基浸信會，以基督教價值教育孩童，並
在社區中接觸街坊、家長，傳揚福音。及後幾十年，
雖然香港社會面對不同的變遷、風浪，神仍以厚恩
看顧教會，將各樣好處和屬靈的恩賜給予我們，帶
領不同恩賜的牧者傳道人，繼續傳承真道，牧養信
徒，留 下 美 善、謙 卑、委 身 服 事 的 生 命 楷 模；也 賜
給我們忠心跟隨主的信徒領袖(執事、聖經導師、三
福隊長、栽培員、小組長、短宣隊)同心事奉，努力
將福音帶進社區和世界不同角落；神也賜福帶領學
基在深水埗區建立堂址，在社區中豎立基督的旌旗，
服事社群，為主作見證。

50周年的大日子，也是我們重新認定神在教會
的使命和心意的時刻。現在社會時局遭受疫情、經
濟、政治的變化衝擊，教會需要尋求天父屬靈的引
導回應時代的考驗和挑戰，但深信世界雖變，教會
的使命不變：就是將真理表明出來，將人帶到神的
面前，叫人得着神為人所預備豐盛的生命。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
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提後4：2)
願我們學基群體彼此真誠勉勵，繼續立志承傳
基督給教會的使命，更多認識祂，更虔誠敬愛祂，
更緊緊跟隨祂，為神作美好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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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題由編輯所加)

歷史回顧

學基五十年，我有幸與學基結下廿七年的情誼。
我是自1994年神學畢業，因着吳順然牧師的引薦，
得以加入學基的事奉行列，一直到2007年，成為學
基的首名宣教士，而得蒙大家一直的支持，使我可
以安心在異邦建立教會和學校。

2007年，我蒙神的選召，且得到學基的支持，
以及差會的肯定，把我差派到泰國成為宣教士。透
過宣教的工作，我的世界寬廣了很多，包括可以接
觸到不同國籍甚至不同民族的人，就連香港的教會
亦因短宣隊的緣故而擴闊了接觸面。我要使用的語
言亦由單一的廣東話變成泰語、普通話和英語。我
事奉的領域亦廣了，包括開辦補習班、買地、建屋、
開荒教會、針灸義診、辦學等。

回望過去在學基的日子，感謝神給我很多學習
和成長的機會。記得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做學基
信報，每一期的出版，都可以先睹弟兄姊妹們的見
證，與不少在背後支援的人建立深厚的友誼，包括
封面設計、校對、電腦技術支援，還有住宿的支援(這
是因為我需要趕工而在美孚留宿)，真是感謝眾弟兄
姊妹的愛心接待。

感謝神，學基由美國的宣教士彭偉光牧師所創
辧，到今日，我在清萊的工場上，每逢遇上困難，
我就想到眾宣教士的榜樣。他們把救贖的恩典和豐
富的知識分享給香港的學生，今日我亦踏着他們的
腳步，把永恆的盼望和書本的知識教導給年幼的孩
子，深盼他們不單得着今生的福氣，更得着永恆的
福樂。

另外，1999年可說是學基的里程碑，當年我和
楊顯聰傳道、關艷媚事工幹事(當年還未入職的)、
林婉梅姊妹一同參與了三福和栽培訓練，而我們這
四人組亦是第一屆泰北短宣的成員呢！無論是三福、
栽培或泰北短宣，教會都一直推動，祝福了很多人，
包括未信的、已信的，甚至海外的，感謝神！

學基的弟兄姊妹，感謝你們一直的同行、同工，
出錢、出力。天國的擴展，感恩有你、有我的一份！

2003年，學基幼稚園結業，我因代表教會做幼
稚園的園牧和園董，所以有份參與幼稚園的園董會
和校長會等，與教職員較為熟絡。幼稚園的結束需

最後，衷心恭賀學基浸信會成立五十周年，願
主繼續賜福，大大使用學基，迎向前面的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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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同工心聲

2005年搬入新堂，感恩我亦有份在其中。雖然
學基申請美荔道的建堂計劃告吹了，卻在沙士期間
買下現址，改建成今日的禮拜堂。在這件大事上，
鄧紹維弟兄的謙卑和委身是很重要的因素。

執事分享

要很多的安排和部署，感謝神，憑着杜枝生校長的
豐富經驗，使得每一位教職員都帶着感恩的心離開。

學習事奉從此起
基督捨己作榜樣
浸淫主愛屬靈家
信靠天父的看顧
會眾同心拓天國

敬拜事工

郭瑞芝宣教士

前主任牧師感言

學基點將錄

學基：
我的事奉搖籃

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全體同工心聲

學效基督、
基督為首、
五十恩載、
十分頌讚
張文波行政主任

學基建堂五十周年，對於我來說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一面當然也是主的教會，陌生的一面是我剛
剛在本年七月才上任。對於我這個在商場打滾多年
的人來說，在教會全職事奉是新的嘗試，將會有許
多新的學習。當年信主不久，就已經禱告求問神是
否要出來全職事奉，結果清晰收到神的答覆：全職
事奉，但時候未到。這樣一等就是多年，當中經過
了結婚丶幾次轉工，直到去年又再次想起全職事奉
一事。今年與教牧傾談後，經過禱告等候丶尋求丶
印證，最終便來到距離家裏只有幾分鐘路程的學基。

創世記記載了人安息的時間，每六年之後就有
一年為安息年，每七個安息年之後就是禧年，即是
第五十年。這年是神賜予人的聖年，叫人得自由，
完全完全是恩典。期待學基邁向第二個五十年丶第
三個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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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少雄幹事
學基50周年紀念，是一群信徒經歷主的恩典及憐憫，並不停歷練的過程。
而其中一半的歷史，本人感恩、榮幸能一同參與，見證主使用學基在美孚及
深水埗傳揚祂對人的愛。在美孚時代，教會有幼稚園，能讓小朋友自幼認識
創造萬物的主。當時的小朋友今天已成年，就如近期有一位送貨來學基的貨
車司機，他對我說他小時候就讀的正是「學基幼稚園」。這種感覺很奇妙，可
能當日他也認識一位石叔叔，彷彿眨眼間就過了廿多年。而搬堂到深水埗後，
學基也成了周邊鄰居認識及敬拜主的地標。感謝主，這一切的過程豐富了我
的人生，令我與學基有着一份無法言喻的情感結連。

學基點將錄

歷史回顧

學基與我的「情」

論到將來的事，無人能知，但深信主是教會的頭，也是眾肢體的主，因
此盼望能與眾肢體同心努力，無論是過去、現在、將來，都可以專心服事愛
我們的主。
(大題由編輯所加)

前主任牧師感言

而當下的今天，社會環境、人與事都有着翻天覆地的轉變，唯一不變就
是主對學基的顧念及重重的恩典。

葉婉兒高級幹事

我畢業回港後，便在政府部門工作。到我準備結婚前，當時的楊步雲主
任牧師在婚前輔導鼓勵我，如果日後有兒女，可以的話就由自己親手教養孩
子，經歷他們生命的成長。以前的年代我們做信徒，很單純就聽牧者的話，
而楊牧師及師母的身教言教，我常銘記於心，終身受用。到我很不容易有第
一個孩子時，得到丈夫的支持，在沒多少掙扎下，我便決定在孩子出生後辭
職，由自己親手照顧。當時父母覺得我讀完大學，有一份很好的公務員工作，
辭職實在很可惜，但我一直沒有後悔或覺得犧牲了甚麼，深信神一定有帶領
及供應，而我可以照顧天父賜給我的產業，其實是恩典和福氣。

執事分享

我做了全職主婦大約9年，便開始想再找工作，但原來已很難返回本行，
唯有先自行修讀一些電腦基本課程。剛好那時教會正招聘行政同工，也不嫌
棄我沒有行政工作經驗，讓我邊做邊學，於是我便開始在教會全職事奉，到
今年已經21年。其實我沒有甚麼能力才幹，只有一顆單純服事主的心，很感
謝主讓我有機會在學基家服事。主要用我，我便盡力擺上，因為可以服事主
並不是必然的。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自己，這個家很需要我們每一顆願意
服事主的心，每一個都是神看重的。願主恩待學基家，在這個多變的世代，
帶領我們站立得穩。倚靠耶和華，我們甚麼都不怕，大家一起努力為主作見
證吧﹗

敬拜事工

我在1977年信主後便在學基聚會，一年後台灣升讀大學。在台灣四年，
我恆常返教會聚會並受浸，畢業後回香港便一直往學基聚會，所以我信主44
年，只上過兩間教會，而在學基家已經40年，度過我的大半生了。這個家經
歷很多變化，有不同時期的牧者和同工，有很多曾經建立深厚感情的弟兄姊
妹，也有很多我看着長大的小朋友或者年青人，他們現在已經長大成人，甚
至成家立室。雖然不少已各散東西，但感謝主，我今天仍在這個家裏。

全體同工心聲

學基家－成長服事四十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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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全體同工心聲

我們的元州街162
蘇鎮豪幹事
大家知道深水埗有兩個元州街162號嗎?
中學時期，我常會在元州街162閒逛。這為人所熟識的「天悅廣場」，是
深水埗區學生的消遣地，學生為尋找歡樂而來到這廣場。而在十多年後，我
變得更熟識另一個元州街162，人們為尋找生命而來，這就是我們神的家——
學基浸信會。
在教會事奉這幾年，不時會遇到按錯門鐘的迷惘人、送貨員、外賣員，
各個尋找着元州街162的人，所找的對象卻往往不是我們的教會。遇到這些
尋路人，有時會閒聊幾句，有時能為對方引路。他們都希望找到心所想去的
地址，可能是商號、住宅，也可能是餐廳、酒樓。但有時候會遇到特意尋找
教會的人，身無分文的、哭訴着的、遭遇患難困苦的，就這樣，教會接待着
各種各樣的尋路人，同時亦令人知道這元州街的轉角位，有一間教會。盼望
教會可繼續指引各種各樣的迷惘人，因為這裏才是人們所當要尋求的地址。
詩篇16篇2節
我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主，我的福氣惟獨從你而來。」

神對學基和我的恩典
王啟冲幹事
各位好，我叫王啟冲。感恩有份於教會五十周年。認真的說，學基造就
了我大半生。想當年，第一次參與聚會，當時的氣氛、笑聲、食物的香氣就
如昨天的經歷，但回神一想，原來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非 常 想 念 牧 養 和 教 導 自 己 的 弟 兄 姊 妹：聰 哥、朱 瑞 堅、溫 綺 玲、蘇 信
堅……太多太多人想去感謝，但他們已不在學基了。是你們給予我成長、自
信和勇氣，從青澀變成熟，在愛裏成長。這真是我另一家，屬靈的家。真的
想念你們，你們還好嘛？
在教會，主引領我找到另一半。在迷途失意時彼此扶持打氣，更感激主
賜下產業，女兒的成長令我更深深感到神對我百般的忍耐和保護。也感激主
憐憫弱小、脆弱的小弟，在這人生路上不斷的保護和扶持。
如今有幸在學基家事奉，能全職事奉真是恩典。雖然學基前路不是平坦
的大直路，但因着我見證這二十多年來，神對學基的恩典和帶領，我相信一
定會走出一條正路(以賽亞書30：21)。
願主帶領使用學基。
(大題由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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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麗虹前愛鄰社社會服務主任

歷史回顧

愛

首先，我遇上一位牧者。在我不知應該怎樣做、苦無對策、要承認自己
能力有限時，他告訴我：不是只得你一個人啊！你可以早點告訴我，讓我和
你一起想辦法。這讓我學會「愛是不指摘、多分享、分擔、分憂」。

學基點將錄

「愛」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因為有「愛」，即使外面風吹雨打，我們也
能堅持；因為有「愛」，即使困難重重，我們也學習成長。在學基的4年，我
重新學習「愛」。過程中，全是恩典。

後來，我又再遇上第3位同工。我們的背景、經驗都很不一樣。在很多時
候，我們對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最後我們總會達到共識。因為當決定事
情時，我們只問一個問題：「甚麼是對中心好？甚麼是對學基好？」雖然同工
有時會提醒：「這對你不好！」這讓我學會「愛是關注、重視、犧牲」。
在這4年的旅程中，我從不懂愛，到學會愛，再學習為愛犧牲。這是奇妙
的旅程，亦是主的恩典。有人問：「有甚麼動力使你在暴雨中堅守崗位？是
責任？還是愛？」
是「愛」！我愛的是「學基」，並不是其他。

全體同工心聲

接着，我遇上另一位同工。她最常對我說的是：「要食飯了~」、「要放工
了~」，即使她離開了工作崗位，她也提醒後來的同工：最重要的事是把我照
顧好。在她眼中，只要把我照顧好，我就有能力解決其他事情。這讓我學會
「愛是照顧」。

執事分享

然後，我遇上了一位同工。我已經忘記了我們在對方面前流過多少眼淚。
我們把自己的困難、傷痛毫不保留地告訴對方，對方同時靜靜的聆聽、安慰、
遞紙巾……這讓我學會「愛是陪伴」。

前主任牧師感言

接下來，我又遇上另一位牧者。在他眼中，我應該是一個又走堂、又不
專心、又硬頸、又不知錯的壞學生。當我也覺得自己很壞時，他仍選擇教導。
這讓我學會「愛是不放棄」。

敬拜事工

弟兄姊妹，你呢？你愛「學基」嗎？你願意嘗試不指摘，多分享、多重視、
多關注，對學基犧牲不放棄，與學基同行更多的50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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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全體同工心聲

學基愛鄰社與我的關係
伍彩紅(Rainbow)愛鄰社 社會服務幹事
感 恩 學 基 浸 信 會 踏 入50周 年，藉 着 主 的 恩 典 和 帶 領，我 和 我 一 家，在
2016年開始因參與學基愛鄰社舉辦的活動而認識學基浸信會。2017年更透
過一次愛鄰社的家庭探訪中認識了高弟兄一家，後來受到他們的邀請，我們
一家在2018年6月參加學基的主日崇拜聚會，並在同年9月一起決志信主。
自返學基主日崇拜後，主帶領我在愛鄰社幫忙做義工，在不同的活動中
服侍一眾街坊會員。後期更成為了愛鄰社婦女班的導師及時薪幹事，令我有
更多機會服侍及接觸不同的街坊，並用過來人的身份幫助他們及了解他們的
需要。感恩在2020年11月，我和先生一同在學基受浸，而今年又感謝學基浸
信會聘請我為愛鄰社全職社會服務幹事，在往後的日子可以在「學基家」繼續
遵行主的吩咐，透過服務愛鄰社的街坊、會員，讓主的「愛」能夠遍及身邊每
一位。
願主大大使用學基浸信會，祝福深水埗的每一個生命! 阿門。
(大題由編輯所加)

默默耕耘

服侍YouWe

左起：黃文亨事務助理、呂樹卿庶務員、許志嫺庶務員、
何妙娟庶務員、劉德強保安員
不知弟兄姊妹有沒有留意學基家內有這些同工? 他們多年來都
是在背後默默耕耘，做一些大家都未必留意的工作。
三位庶務員跟進教會各聚會地方的清潔消毒，茶水供應、支援
借堂安排等。
事務助理跟進教會物資的存放及整理，設置各種不同的聚會場
地、小型維修、外勤及雜務等。
保安員守護教會物業的安全，設置聚會的場地、用蒸汽機清潔
禮堂座椅及雜務等。
他們都在學基工作了2-12年不等，感謝他們忠心努力的付出，
使學基家在各方面都運作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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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鈞執事(主席)

近的 暑 假 ，

深水埗是香港其中一個貧窮地區，教會希望能
夠走進社區，以行動去關懷當中的無家者、長者和
基層家庭兒童等，所以其後成立了學基愛鄰社。這
十多年的經驗，讓我們看見社區的需要很大，而我
們所能作的只是很微小。以行動持續關心鄰舍並非
簡單的事，他們的需要也不單只是物資或食物。學
基在未來如何落實「愛鄰舍」，實在需要更多有智慧、
愛心的策劃和行動。

而這是我們所珍愛的家。
學基五十，一方面我們數算和感謝天父賜下的
恩典，另一方面我們也需正視和靠神面對教會內外
的挑戰。回望過去，展望將來，我們需要肯定神帶
領我們來到這裏的心意，讓我們知道如何按着神的
吩咐向前行。
舊約提到，神定了每五十年為「禧年」(Jubilee)。
利未記25章10節：
「第五十年你們要當作聖年，在遍
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這年必為你們的禧年，
各人要歸自己的產業，各歸本家。」

神透過設立禧年，表達祂看重貧窮人和有需要
的人那種精神，是我們可以跟從的。學基50周年，
也安排了不少社區關懷活動，願意神使用我們祝福
更多有需要的人。
50周年活動總會過去，深願這是另一階段的開
始：學基眾弟兄姊妹能上下一心，更成熟和有智慧
的「進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持續關心我們的鄰
舍。

敬拜事工

執事分享

神看重社會上的貧窮人。神吩咐人要看顧僕婢、
寄居者，不可苦待孤兒寡婦。貧窮的弟兄可能窮到
賣田賣地，甚至連自己和兒女都賣了。神吩咐有能
力的地主要善待貧窮的弟兄。到貧窮的弟兄有能力
的時候就歸還贖回，即或貧窮的弟兄最終沒能力贖
回，到了禧年，地業就必歸還貧窮的弟兄，讓他人
生中有重生的機會。

感 恩 的 是，一 直 有 弟 兄 姊 妹 出 錢、出 力、出 時
間參與關懷工作，在疫情前，教會也多年參與醫院
佈道；在疫情下，有弟兄姊妹自發收集及派發物資
給予附近街坊。

前主任牧師感言

我跟隨中學同學參
與學基的青年團契，
那時的學基還在美
孚。之後決志信主，
受 浸 加 入 教 會。歲
月 匆 匆，太 多 難 忘
的 人 與 事：牧 者 的
牧 養，導 師、組 長
和弟兄姊妹的同行，
你們的身教言教，成為我生命成長的重要養分。在
學基，我們經歷過不同的風風雨雨，五味雜陳，然

學基點將錄

2005年，神帶領學基從美孚搬到深水埗，並給
予學基新的使命，就是：
「進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

全體同工心聲

約30年 前

歷史回顧

五十年．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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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分享

數算主恩 不忘前路

我在學基的18年

趙偉信執事(副主席)

學主 以 後 第

黃耀安執事(司庫)

教周 年 。 原

基是我信

會 踏 入50

來不知不覺我已在
學基聚會了18年！

一 間 走 進 的 教 會，
這裏是我屬靈的家，
和我一路以來認識
上帝和跟隨上帝的
地 方，我 在 這 裏 成
長，在 這 裏 開 始 事
奉，在 這 裏 組 織 家
庭；不 論 是 教 會 同
工，還 是 周 遭 的 弟
兄姊妹，都是我珍而重之的家人。

最初幾年在青
少年區的成長對我
特 別 重 要，那 時 培
養了愛神的話語和
對 神 的 追 求，是 非
常珍貴和美好的時
光！

基督是主，這不單是一份個人認信，更是我們
集體的信仰。回想多年來在學基裏，看着教牧長執
以至各屬靈前輩的生命見證，讓我深深體會到「耶
穌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深層意義。
蒙主恩惠與保守，學基踏進金禧，一方面我為
這個家感恩，另一方面也懇切禱告，祈求學基之主
能復興這地，繼續興起一代又一代忠心事主的用人，
同時使用學基在這個「深水之處」中，為祂得人如得
魚，並在風高浪急的世代中，成為穩在磐石上指引
方向的燈塔。
恩手拖帶，我們感激耶和華昔日的同在與保護，
讓我們數算主恩之餘，同時不忘前路，努力向標竿
直 奔，讓 我 以 腓 立 比 書 中 保 羅 的 勉 勵 作 結：「弟 兄
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3：
13-14)

出來工作後，因不同的衝擊和「嚴峻」的工作時
間，加上自己的軟弱，有一段時間跟教會是十分疏
離的，各樣事奉也慢慢停止了。那些年好像也減少
了和弟兄姊妹的團契和彼此牧養 。
回 看 這18年，有 甜 蜜，有 辛 酸，有 喜 樂，也 有
失望和灰心，負面的事和感受好像比較多些。眼看
很多弟兄姊妹的離開，有的由熟悉到陌生，由愛主
到冷淡，感受到教會彷彿失去了走下去的動力。  
關心與着緊會讓人有感覺和反應。然而，關心
與着緊搞不好，容易變成了失望和批評。妻子曾提
醒自己：「你對教會有很多意見，但實際你又為羣體
付出了甚麼？」
隨着工作和生活慢慢穩定和進步，感恩能再有
機會參與不同的事奉，自問實在不配(愛心、品行、
恩賜和才幹上仍有很多不足。感謝神仍給予機會服
事和不斷賜與那「死不掉，未有隨波流失」的恩典。
去留只是一個行動，背後都有原因。我仍深深
相信神的工作是不會停止的，問題只是誰能參與其
中而已。希望自己和弟兄姊妹能在困難中，仍能像
昔日尼希米的羣體一樣，能經歷由無到有、由拆毁
到重建的神蹟。不單是硬件上，更在愛主愛人的心
靈上。「不要怕他們，當記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尼4：
14)，我們仍要為主在不同的事情上爭戰。
願學基能為主所用，在主耶穌末後的工作上有份。

(大題由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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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題由編輯所加)

周世廉執事(文書)

藍睿熙執事

回入 教 會 ，

歷史回顧

堅守真理 作鹽作光
回家的年日，

在聖經啟示錄第二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以弗所
教會起初也充滿了對真理的熱忱，然而每天在世生
活的掙扎，使他們喪失了對神的熱情。現今的教會
也是如此，許多人初信後熱切地與主同行，大發熱
心，常作福音佈道，但不知從何時開始，信徒便漸
漸失去了對神的渴望。今年是學基建立50周年，但
願我們不要像以弗所教會那樣失去對神起初的愛心，
但願神把我們昔日禱告的心重新點燃，更新我們的
靈命，在學基互相看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所
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裡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
初所行的事。」(啟示錄2：5上)。

來到50個年頭，在回望過去滿懷感恩的同時，
我們也面對着近年社會環境、政治氣氛的劇變，以
致疫情的衝擊。學基如其他教會一樣需要改變與更
新，願意學基的弟兄姊妹可以繼續同心同行窄路，
一同尋索教會更新改變的方向。在日益不確定的將
來和人心不穩的世代中，路愈是難行，更需要彼此
扶持；世途愈是艱難，更需要我們堅守真理，作鹽
作光。願主幫助學基，繼續學效基督，祝福社區。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晝之子。我們不是
屬黑夜的，也不是屬幽暗的。所以，我們不要睡覺，
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謹守。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
間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間醉。但我們既然屬乎白晝，
就應當謹守，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把得救的
盼望當作頭盔戴上。因為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乃
是預定我們藉着我們主耶穌基督得救。他替我們死，
叫 我 們 無 論 醒 着、睡 着，都 與 他 同 活。所 以，你 們
該彼此勸慰，互相建立，正如你們素常所行的。」(帖
前5：5-11)

(大題由編輯所加)
51

前主任牧師感言

作 為 信 二 代 的 我，
原來還在母腹中時
已經在此。學基今年
50周 年，恰 巧 女 兒
也 在2021年 出 生，
感覺自己與教會共
同經歷了一個循環、
一個季節。感謝主，
讓我有學基作為屬
靈的家，可以在兒童主日學中建立了聖經知識的基
礎，在青少年時期認識同行信仰路的兄弟姊妹，在
大學時期有反思重整信仰生命的機會。

全體同工心聲

曾對神的話語有着
強烈的渴望和追求，
可形容為對神有「起
初 的 愛 心」；當 時 每
天 靈 修，不 住 默 想
神 的 話 語 和 禱 告，
可是隨着歲月的流
逝和在世的忙碌生
活，使 我 失 去 了 對
神起初的愛心，更因為驕傲，使我曾離棄神。後來
一位朋友邀請我一家到「學基浸信會」聚會，它不單
給予我有「家」的感覺，更是我屬靈生命回轉的地方。

學基點將錄

想在學基

執事分享

想當初加

敬拜事工

重拾起初的愛心

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執事分享

謙卑禱告

主裏合一 以愛連結

陳美珍執事

感基 過 去 5 0

王愛蓮執事

教周年了。

謝神！學

會進入50

年恩典處處，多不勝
數！神更藉着學基家
去賜福給眾弟兄姊
妹，當然包括你和
我。
回想42年前走進
這個家，神不單賜我
救恩的盼望，更讓我
在拆毀中被建立，讓我與不同肢體一起經歷神、 事奉
神。神賜給我的恩惠實在太多、太多……
如今我已退休，神仍不嫌棄我，讓我在執事的崗
位上學習侍主。感謝主！
短短一年的執事工作，我體會到神可以使用軟
弱、不完全、甚至有缺陷的人同心合意、彼此配搭去
成就祂的計劃 —— 因為一切美事都是出於神！
現在全球都在風雨飄搖的日子中，世界充斥着謊
話、迷惘、恐懼和無奈。我們信靠神的人，當如何走
下去呢？ 神的兒女當怎樣回應主愛呢？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
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
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代下 7：14)
願聖靈引領我們謙卑禱告，求主開我們眼睛看見
神的作為，不要單憑眼前所看到的。求主加添我們的
信心，順從聖靈的帶領，有膽量行祂所喜悅的路。

回想當初踏入學
基浸信會還只是個中
學生，眼看着教會經
歷在美孚被逼遷，在
青衣、駿發植堂，申
請美荔道政府用地不
成功，以至購入深水
埗新堂現址，期間蒙
主恩待有機會參與不同的服事崗位……一步又一步，
都是神同在的恩典之路。
回顧過去，得到屬靈前輩的教導，同輩的相交關
愛，讓個人在教會得以成長，悲與喜一幕幕在腦海浮
現，全是恩主充滿美意的奇妙安排。
然而，在應該充滿愛的教會中，最令人洩氣的莫
過於肢體間對教會各種埋怨與不滿，這也是撒旦用以
攻擊教會最厲害的武器。如果我們只着眼於別人的問
題，而不是專注於真理的教導，只管抱怨這個、不滿
那個，而不尋求主的心意，那樣我們不但得不到主的
喜悅，也不會在主裏成長。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
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弗4：2-3)聖經教導我們要「竭力」、要「竭力」保
守在主裏合而為一的心。因此，求主幫助我們專心仰
望祂，常常以祂的愛連結在一起，討主喜悅，為主作
工。
盼互勉。

願我們一同學習：謙卑禱告尋求神的面，不是求
神的賜福，乃是求賜福的神。

(大題由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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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合意 興旺福音                                      

孫景良執事

黃偉忠執事

歷史回顧

神恩不變

今的 5 0 周 年

自浸 加 入 學

回想當初小信的
我，看着教會經歷8
年竭力爭取在美孚建堂，結果功敗垂成；原址又復遭
業主收回的時候，曾經想過教會或許就此解散。誰知
原來神早已預備更好的，要在最好的時機賜給我們。
進到新堂址後，心裏又擔憂教會能否融入新社
區。但看看現在參與教會聚會的，超過一半都是進到
深水埗區後才加入的，就知自己的信心真是太小，望
神原諒。
還看今天，社運擊散人心，疫情煞停世界，災禍
連連，彷彿看不見明天。神的心意如何？誰能看透？
神的心思意念，人又豈能測度？此刻回看走過的足
跡，或許能讓我們看懂一點點 —— 神是如何一步一
步的拖帶着教會前行，縱有艱難困苦，卻從未離開，
在試煉後，總有更美的祝福等着我們。
世界在變，學基也在變。有地區性的轉變，人事
的轉變，但神的恩典、信實，從來無變——「祂是愛
我，為我捨己」。只要我們將焦點對準祂，祂必保
守、帶領。

我在學基也不經
不覺約有20年。回
想在這些年頭，感謝
主一直在陶造我，特
別是在過往的幾年，在福音查館的事奉中，我深深感
受到弟兄姊妹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互相關顧及彼此相
愛，而在面對各樣困難的慕道和初信查友身上，亦看
到主的大能及恩典，以致激勵弟兄姊妹要更努力去傳
揚主愛。
自去年開始，由於疫情起伏不定，教會大部分時
間只能於網上崇拜和聚會，但這卻不能攔阻一羣熱心
的弟兄姊妹繼續舉辦查館的課堂，並於去年的7月開
辦網上的福音查館，協助查友去克服參與網上課堂的
科技問題。更感恩的是在網上課堂中，有查友透過視
像決志信主，見證主的奇妙作為。
在往後的日子，縱然學基家或會面對各樣困難和
挑戰，但我深信若我們誠心認罪悔改、同心合一、常
常禱告交託、互相關顧及彼此相愛，我們必繼續經歷
到主的大能及在學基家的恩典。

敬拜事工

下一個50年，神在學基家將有何等奇妙的作為
和恩典，有待大家一同見證。今天，我們得先要同
心合意，彼此連結，建立教會，好預備迎見大君王。
感恩有機會在學基家服侍，全是恩典，自知不配，望
神使用。「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
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
醒。」(詩篇127：1)互勉。

前主任牧師感言

堂慶，感謝主讓我在
這個家裏，與弟兄姊
妹一起成長，一同見
證主在學基的恩典。

全體同工心聲

基家，轉眼已經25年
了。今年是學基50周
年，雖然第一個25年
我還未加入教會，感
恩在第二個25年可以
見證天父在學基奇妙
的作為和恩典。

學基點將錄

年是學基

執事分享

1995年受

(大題由編輯所加)

(大題由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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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事工

不住的敬拜
敬拜事工是由不同崗位
的弟兄姊妹所組成，當
中包括：主席、司琴、
音響員、控制投影片
員、司事、聖餐組、花
藝組、詩班、敬拜隊等
等，共超過60位弟兄姊
妹一同服事。
盼望各人發揮恩賜作事
奉，彼此配搭，將人帶
到上帝跟前，獻上頌
讚。
「我的神我的王阿，我
要尊崇你，我要永永遠
遠稱頌你的名。耶和華
本為大，該受大讚美，
其大無法測度。這代要
對那代頌讚你的作為，
也要傳揚你的大能。」
(詩145：1，3-4)
願學基家能把敬拜上帝
的心和聲音，不斷傳遞
下去。

每周到教會敬拜上帝是基督徒
不可缺少的生活，學基在過去的50
年中，為了配合教會的發展及弟兄
姊妹的需要，主日崇拜的程序與模
式不斷在更新改進，例如在傳統禮
儀式敬拜中加入現代活潑敬拜的元
素，頌唱的詩歌種類也更多元化，
並適時加入不同崇拜程序如公禱環
節等。
近年，因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響，主日崇拜也同時進行網上直
播，好讓未能回到教會的弟兄姊妹
仍可以在家中一同敬拜主。每個主
日我們都會透過詩歌一同敬拜主，
雖然詩歌敬拜時段只是短短20分
鐘，但崇拜主席往往要花上數十倍
的時間去作準備，包括設計敬拜流
程、揀選合適詩歌、思考如何帶出
歌詞意思及默想相關經文，並與講
員、司琴、敬拜隊、PowerPoint製
作員溝通和練習等，為的是讓弟兄
姊妹能在最理想的環境下專注敬拜
上帝。

學基現時共有9位崇拜主席，有
新上任不久的，也有事奉多年的，
感恩他們都很忠心地在這崗位服
事。而作為崇拜主席，每次的準備
都是讓自己先親近敬拜主的時候，
最大的得着往往是自己。主席們都
有一個心願，就是盼望能興起學基
每個人向主敬拜的心，不止限於每
個星期日的早上，而是能讓我們生
活中的每時每刻都在敬拜主。阿
門！

敬拜主席組組長蔡秉文弟兄
(大題由編輯所加)

承傳學基，忠心事奉
作為負責崇拜司事、花藝和聖餐
組的弟兄，我想藉此機會多謝各團
隊弟兄姊妹在學基過去五十年的忠
心事奉和無私的付出，讓學基的弟
兄姊妹可在神的家專心敬拜。
2020年令我們深深感受到實體敬
拜的可貴，因為疫情中，崇拜的事
奉變得有很多的限制。猶記得當恢
復實體主日崇拜之初，各團隊也需
要兼顧防疫的工作，目的就是為了
讓弟兄姊妹可在安全的環境下敬拜
神。
這一切一切，都是承傳自學基的
精神和本着分享的愛去事奉，特此
代表崇拜司事在這裏見證主恩，榮
耀主名。

敬拜事工副組長王志文弟兄
(大題由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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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班是團隊事奉，透過團隊合作

在這慶祝學基家五十周年的大日
子，盼望詩班事奉也能承傳，有更
多肢體特別年青人加入敬拜事奉，
一同學習成為合神心意的敬拜者。

詩班組組長馬惠玲姊妹

全體同工心聲

在學基家，一直對於聖餐餅、杯
組的服侍都很陌生，就在張鳳萍傳道
離任前，她邀請我去幫忙聯絡負責聖
餐杯和餅的工作，才了解更多。

聖餐主日當天，姊妹們會一早就
回到教會禮堂佈置和擺放所有用品，
包括枱、枱布、銀器盤、葡萄汁和聖
餐餅等。而午堂亦有另一班姊妹為着
聖餐主日崇拜而作準備。最後，姊妹
們還會清洗和執拾各樣聖餐用品等才
完結整個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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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分享

原來自美孚年代，這一班忠心的
姊妹們，風雨不改地為着聖餐主日
崇拜而默默的付出和擺上。現趁著
學基家50周年，就介紹這團隊讓大
家認識！

而在聖餐主日前一天，姊妹們會
趁摩西區聚會後，一同清洗葡萄汁
杯，畢竟它們都已存放了一個月！

歷史回顧

(大題由編輯所加)

順服與盡忠的心

姊妹們通常在聖餐主日前，花上
大概2或3小時的製作聖餐餅，包括
有三大個圓餅和五百幾六百個小方塊
(這是2020年預備的份量)等。

學基點將錄

有些人覺得詩班很「神秘」，我
們被形容為一群穿上白袍，神情凝重
並會唱高難度詩歌的人。要知道白袍
是代表詩班員擁有尊貴的祭司身份，
提醒詩班員要內心清潔，表裏合一。
我們按主給各人的恩賜，或多或少都
殷勤練習，將一首首有預備的詩歌如
同祭物呈獻給主。總括來說，詩班的
事奉是祭司獻祭的事奉、先知宣揚的
事奉和教師教導的事奉，是「神聖」
而不是神秘的。

和紀律來訓練我們事奉心志、操練
靈性並投入教會。當我們願意放下
自我同受聖靈感動，我們便能在主
裡合一，唱出有感染力的詩歌，經
歷神奇妙的作為。就是這種團隊精
神，縱使詩班不是團契小組，詩班
員都能在其中建立深厚情誼。

驟眼看似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簡單
工作，但卻讓我在她們身上看到順
服和盡忠的心，就如聖經記着說：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
主－你的神。」(馬可福音12：30)
願神繼續保守學基家，並親自報答
這班默默付出的姊妹們！

聖餐餅杯組組長甘子珊姊妹
(大題由編輯所加)

敬拜事工

學基詩班成立四十多年，早期只
有一個詩班，後來在1990年9月2日
設立了早、午堂崇拜，才分為早、
午堂兩個詩班。直到2003年進入現
址前的飄流期，兩個詩班又合併成
了現在的詩班，轉眼已十八年了。
除了主日崇拜，詩班亦積極參與其
他服事，疫情期間更無間斷地出席
多個喪禮獻詩，與哀哭的人同哭。

前主任牧師感言

詩班：祭司、先知、教師

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敬拜事工

運用恩賜獻上最好
大家好，我是啟華，敬拜隊
「Charis」的隊長。蒙 主 祝 福 帶
領，敬拜隊已踏入第16年。首先，
Charis代表恩典，而敬拜隊會運用
主給我們的恩賜，在音樂事奉上帶
領會衆投入敬拜。感謝每位現任或
前任隊員在敬拜隊的努力擺上，因
這個崗位需要特別多的時間來練習
以及準備，很難得各隊員在有限的
時間下仍堅持不懈。

怎樣放台階，音響與外面的歌手及詩
班怎樣協調及配搭都是未試過，但感
恩主一步一步帶領，讓報佳音順利完
成。

16年的日子實在有太多的感恩事
項，也有很多的新嘗試或挑戰：如在
美孚嶺南之風的戶外音樂佈道，以及
學基家內的詩歌敬拜讚美會等，大家
一同在過程中經歷主的帶領。另外不
得不提首次在學基門外作平安夜報佳
音，那次有很多困難要面對，如外面

在這16年，隊員之間的默契慢
慢地建立起來，大家也可互相補
位，即使入錯了音也能輕鬆繼續下
去。這種默契是要經過長時間的練
習建立出來，十分難得。大家由16
年前的年青人，慢慢地成家立業，
時間的調配便成為我們現時的最大

在主日崇拜裏，最美麗的圖畫
是看見大家都開口唱詩，那種震撼
感很難用文字來形容。期望會眾以
後都能藉着詩歌，更投入每次的崇
拜。

經歷變更 薪火相傳
在過往的十年裏面，學基的司琴
組經歷變更，而從這些經歷當中，我
們更能體會上帝的恩典和美意。
過往若要成為崇拜司琴，必須是
會友，後來變成已接受水禮的肢體亦
可以成為司琴，這讓更多未轉會的肢
體可以參與教會的崇拜事奉，投入教
會，成為會友。

感恩近年都多了不同牧區的肢體
加入成為司琴，有雅歌區、迦拿區和
青少年牧區，盼望這事奉可以一直薪
火相傳下去。

司琴組組長麥秀明姊妹
(大題由編輯所加)

忠心服事 彼此配搭
投影片組由約九九年成立至今，
透過螢幕播放敬拜歌詞和講道經文，
幫助會眾投入崇拜。
縱然投影片組的事奉看似微不足
道，感恩上帝帶領一群忠心的弟兄姊
妹在這崗位上服事。雖然各人的背景
及恩賜不同，但大家都盡力在這崗位
上進步，在主內彼此配搭。
在往後的日子，我們盼望更多新
血加入，與我們一起發揮所長，努力

服事，回應天父的厚愛。

投影片組組長余綺寧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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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感謝每位隊員在忙碌的工作
及照顧家庭之餘，仍堅守這個事奉
崗位。求主繼續帶領敬拜隊的前路
及方向，在音樂事奉上榮神益人。

敬拜隊「Charis」隊長何啟華弟兄
(大題由編輯所加)

作為一項事工，花藝師將他們的
時間和才能，以鮮花代表肢體和個
人對神的奉獻，彰獻上帝的榮耀，
並激勵其他崇拜者將最美的獻上。
佈置祭壇鮮花的「方式」是表達
藝術的途徑，可以是很複雜和艱鉅，
也可以是簡單而誘人。記得某機構崇
拜花藝老師教導提醒：不要讓祭品商
品化，也反映了祭品的聖潔性的重
要。我們並不專業，技巧有限，會擔

默默的服事
音響員是崇拜中不可或缺的崗位，
我 們 能 否 聽 到 崇 拜 中 悅 耳 的 音 樂；
講員的清晰證道，全賴音響員調教所
得。這些默默付出的弟兄姊妹，求主
賜福他們，有着主默默的記念和報答。

感恩很多位肢體在十多年至二十
年的忠心服侍。他們冒着風雨、身
體舊患，甚至喪親之痛仍擺上時間
服侍，深信神會親自報答。我也為着
新加入，百忙之中抽空自費去上花藝
堂，為着服侍神作出勇敢的嘗試的肢
體而感恩。我們在人手或技術上仍有
欠缺不足的地方，只求神憐憫和幫助
帶領我們。

花藝組組長王麗敏姊妹

歷史回顧
學基點將錄

心花凋謝、花不開又或倒塌，這時就
要學習禱告交託。此外，每次見到不
同肢體的創作時，也教導我們要學習
互相欣賞和提醒。

前主任牧師感言

因此，通過向創造主獻花，我們
就是向神所賜巨大的祝福，表達感
激、愛和尊敬。

全體同工心聲

不同的花與植物，對我們的身體
感官和心靈來說，是可以有無窮無
盡的刺激和興奮。我們會驚嘆它們
美麗的外表，顏色、形狀、質地、
氣味和生活環境。但在欣賞外表之
餘，不要忘記背後創造者的心思和
造物者的美意！鮮花更是表達和傳
達我們的情感的一個媒介：我們給
愛的人買花束，或我們送花表達我
們的同情。

執事分享

獻花感激創造主

願以音響服事的弟兄姊妹，能透
過音響器材把神所創的美妙聲音獻回
給祂。阿門！

楊健枝傳道

(大題由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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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事工

「全 地 都 要 向 耶 和 華 歡 樂，要 發
起大聲，歡呼歌頌。要用琴歌頌耶和
華，用琴和詩歌的聲音歌頌他，用號
和角聲，在大君王耶和華面前歡呼。」
（詩98：4-6）

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牧養事工

成人牧區 – 基甸男人區

牧養事工是期望透過群體
牧養，建立信徒生命的事
工，「信徒皆祭司」是我
們的信念(彼前2：9 ；出
19：6)，「彼此相愛」
是我們所領受的命令(約
13：34-35)。此外，也
會牧養群體學習發揮恩
賜，彼此建立生命(弗4：
11-16)。

男人區主要服侍基層的男士，每
月逢第一、第三個周六晚上，藉用
餐時段，分享聖經的信息，傳遞上
帝愛人的真理。在疫情影響下，暫
停了聚餐，改以派飯票的方式繼續
維繫多年的關係。有些來去匆匆，
有些願意留下腳步，彼此暢談。每
月兩次短暫見面，漸漸建立了信任
的關係。他們需要信任的人作為聆
聽者，聆聽他們的傾訴。愛不是說

說便算了，是要有行動的。
男人區每月第二、第四周六主要
是弟兄彼此分享聖經、互相守望。
弟兄和睦共處、追求真理、同心學
習，是何等的美善，也讓弟兄感受
到主內的情誼是何等寶貴。弟兄們
現仍在持續學習聖經，輪流分享所
得，擴闊及更深了解真理。

趙偉舜主任牧師

牧養事工以分齡牧養劃
分了四個牧區 – 長者牧
區、成人牧區、青少年牧
區和兒童牧區。各牧區內
按不同性質分區，如成人
牧區按已婚、婦女、男
士、職青等分為不同的
區。
各區以小組牧養為主，有
小組組長，組長會關懷及
動員組員，釐訂及執行小
組的目標。每個小組都是
以成長為目標，包括：屬
靈知識的增長，事奉技
巧的學習或具體服侍的
落實。每次小組活動有四
個W：敬拜上帝，學習聖
經，彼此守望和實踐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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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區現有六個小組，約50多
人。我們一起唱詩祈禱、查考聖
經、分享經驗、探訪有需要的人
等。我們的團訓是：神啊，我到年
老髮白的時候，求你不要離棄我！
等我將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將你的
大能指示後世的人(詩71：18)。

牧養事工

理與靈命的轉化。活力長者們既可
以學習真理，也可以成為別人的服
侍者。成熟長者們可以總結人生體
會，成為下一代的祝福。

50周年活動花絮

愛鄰社

見證事工

趙偉舜主任牧師

各方祝福

摩西區是充滿人生智慧的群體，
弟兄姊妹累積了豐富的人生經驗、
人際關係、職場經驗，他們是家庭
的瑰寶，是教會下一代的學習對
象。牧養長者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即將退休(55至65歲)，活力長者(66
至80歲)，成熟長者(81歲以上)。
即將退休者當預備自己面對退休的
轉變，因為退休後的人際關係、時
間運用、生活習慣等可能有不少的
轉變。當準備自己步入晚年，可從
過來人認識當中的身體、社交、心

服事事工

長者牧區 – 摩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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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牧養事工

成人牧區 – 路得區
路得在聖經中是一位孝敬婆婆，
願意服侍人的婦女，同樣地路得區
的姊妹也非常樂意服侍人。除了每
月第一、三、五周的恆常聚會，透
過不同的活動，建立關係之外，也
立志積極參與教會不同的服事：探
訪社區長者、關心學基愛鄰社的家
庭、在區內向街坊派祝福揮春等，
藉此傳揚主愛，領人歸主。

關心，以禱告守望在病患和困境中
的姊妹們。在2020至2021年的疫情
下，縱然只可以線上聚會，但參加人
數也很穩定。恢復實體聚會後，大家
更珍惜相見、一起禱告、查經、服事
及到戶外活動的時間。

路得區姊妹熱心查考聖經，彼此

周瑞姬傳道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約翰一書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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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守望
戶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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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服事

13.
14.
15.
16.
17.

探訪老人院
2021小小領袖生暑期日營
2021暑期日營家長美食班
家訪
佈置教會聖誕樹

牧養事工
愛鄰社

周瑞姬傳道

服事事工

2020-2021年這一個年多，教
會受疫情影響，以斯帖區的聚會多
是線上聚會，雖不能實體見面，但
卻讓居住在澳門的朱傳道可以與姊
妹們不受地域限制，繼續享受小組
生活，聚會人數也不少。恢復實體
後，大家再次會面，一起查經，一
起玩，一起笑，神實在很愛以斯帖
每一個成員。

50周年活動花絮

以斯帖眾姊妹很有福氣，每人
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在朱傳道20多
30年盡心盡力教導下，都學會常常
禱告，專心依靠仰望神，縱然在病
患、苦難、憂愁中，但姊妹同心，
互相守望，以神的話語彼此勉勵，
正如雅各書5：13：「你們中間有

受苦的呢，他就該禱告；有喜樂的
呢？他就該歌頌。」又如羅馬書
12：15「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
哭的人要同哭。」

各方祝福

我於2020年6月到學基事奉，第
一個接觸的牧區就是以斯帖區，感
恩有機會向朱小頴這位資深牧者學
習如何服侍30多40位婦女。從朱傳
道身上，學到如何用心聆聽羊仔傾
心吐意，分享她們的喜與憂；與羊
仔同行，陪伴他們經歷高高低低的
人生；以禱告守望羊仔的一切。

見證事工

成人牧區 – 以斯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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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牧養事工

成人牧區 – 雅歌區
雅歌區是牧養夫婦的群體，回應
夫婦群體的需要，除了恆常小組外，
我們每年會舉行一次夫婦營或親子
營，也提供專題講座，讓夫婦建立進
深的關係，父母分享教養孩童的經
驗。另外，我們舉辦親子旅行，加深

各組的情誼。我們有13個小組，接近
百位組員。我們的核心小組成員，為
雅歌籌劃以上的活動。各組的婚齡雖
有別，但夫婦在此可以找到信仰的同
行者。

趙偉舜主任牧師、周瑞姬傳道及陳欽勵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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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現正在重整之中。願主施
恩顧念人的軟弱，讓群體能重新出
發，一同跟隨主，在這生命中有所
突破。
「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
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
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
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
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
行走卻不疲乏。」(以賽亞書40：
29-31)

1.
2.
3.
4.
5.
6.
7.
8.
9.
10.

Fellow蟲組
Agape組
LPG組
合組查經
FaceGod組
IGS組
GodSapp組
i!組
SHAMA組
C+S組

服事事工

迦拿區是一個職青的群組，我們
有9個小組，各組的組合背景亦有不
同：包括有初入職場的弟兄姊妹，
也有在職場打滾多年的、亦有些已
婚夫婦或已生兒育女的家庭組合。
當中的部分弟兄姊妹在青少年
時，已是教會的積極份子；有的更
是從小在教會成長；也有的是牧區
或小組重組時，一起走到今天的。
牧區曾經歷不同的高低起跌，有牧
者的轉變、社會運動的衝擊及疫情

牧養事工

成人牧區 – 迦拿區

見證事工

楊健枝傳道、區芝傳道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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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各方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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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牧養事工

成人牧區 – 約書亞區
約書亞區是星期五晚聚會的職青
小組，過去有ABC組和Happy Friday
組。弟兄姊妹重視查考聖經、傳揚福
音、關懷社區。在疫情前，各弟兄姊
妹齊心協力，舉辦主日下午的懇親會
福音性聚會。疫情初期，弟兄姊妹自
發製作布口罩，贈送有需要的人。並

自製消毒潔手液，送給街坊。也藉機
與他們傾談，為他們送上祝福。

趙偉舜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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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鄰社

見證事工

趙偉舜主任牧師

牧養事工

踐。組員有需要時，大家樂意同行
守望。我們是彼此學習、互相守望
的小組。我們仍在成長之中，需要
你們的代禱。

各方祝福

伯持利區是第二及第四主日下
午舉行的成人小組，成立差不多三
年。組員彼此關懷守望，樂於研
經。小組成立之初，是為了福音查
館的決志者和未能參與其他成人小
組的弟兄姊妹而設。我們查經時，
深入研討信仰問題，探究如何實

服事事工

成人牧區 – 伯特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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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牧養事工

青少年牧區
青少年牧區由中一至大專生所組
成，在每周六下午三時開始聚會，每
月第一個周六有青少年崇拜，每星期
也有小組時間。小組或合組內容有
HT(Happy Together)、TT(Thinking
Together)、ST(Sport Together)、
PT(Pray Together)等。特別的是，
區內的青少年有很多在媽媽肚裏時已
返教會，有的則是在學校傳福音時回
來教會。

盼青少年聚在一起時，能做到玩
耍時玩耍；認真時認真。能同喜能
同悲，能親近神、認識人，也能造
就人、見證神。「不可叫人小看你年
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
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提摩太前書4：12)

楊健枝傳道、黃倬曦傳道、蘇諾荇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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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事工

感謝主給了兒童牧區很多羊仔，
除了我、黃倬曦傳道及區芝傳道，也
需興起更多導師去牧養他們。此外，
家長們也很重要，期盼能與我們一
起，在這多變的世代，携手以神的話
語及愛，教導兒童正確的價值觀和信
仰觀，引導兒童認識主、經歷主、接
受主，成為主的兒女和門徒。
「我聽見我的兒女們按真理
而行，我的喜樂就沒有比這個大
的。」(約翰三書1：4)

5

9

2

3

4

6

7

8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1. 2011年的健枝傳道。
2. 2021年的健枝傳道及
眾導師。
3. 昔日的詩歌敬拜。
4. 昔日的詩歌練習。
5. 低崇詩歌敬拜。

6. 信息分享。
7. 幼崇信息分享 。
8. 小朋友及家長一起聽信息。
9. 低崇留心聽信息。
10. 齊歡呼。
11. 昔日的分組。

12. 2021年低崇分組。
13. 導師分組關心小朋友。
14. 2021年高崇分組。
15. 幼崇分享代禱事。
16. K1未適應，導師耐心陪伴。
17. 升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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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導師培訓。
19. 導師交流。
20. 2021年疫情下線上
師生聚會。
21. 生日會。
22. 親子活動。

愛鄰社

1

見證事工

周瑞姬傳道

50周年活動花絮

過去十多年，感恩神預備了一
位又良善又忠心的牧者楊健枝傳道
負責兒童牧區，他與眾導師亦師亦
友，盡心盡力「照顧」這區，如父
母親照顧自己所愛的兒女一樣。於
2021年6月，健枝傳道因應教會的
發展方向，從兒童牧區轉到青少牧
區及迦拿區，當中有多位青少年就
是想當年的兒童，升中後由他繼續

牧養。

各方祝福

學基浸信會四大牧區中，兒童牧
區是一個很重要的牧區，因恆常出席
兒崇的80多位兒童，九成多都是學基
會友的子孫，其餘的就是愛鄰社的會
員和外來的兒童。牧者與導師們需關
顧牧養兒童和他們整個家庭。

牧養事工

兒童牧區

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服事事工

初信栽培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
就當遵他而行，在(他裏面生根建造，
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
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歌羅西書
2：6-7)

服事事工包括兩個主要功
能：培訓及服事，期望
學員能「學以致用」。
培訓課程以聖經經卷教導
為主。近年加入新課程，
如認識死亡、同心建立學
基人等。另外，我們舉辦
信仰講座，內容包括聖經
主題外，牧養和事奉的需
要。
在服事方面，我們引入崇
拜的公禱時刻。疫情期
間，公禱會以zoom的形
式舉辦。另外，弟兄姊妹
主動組織不同的祈禱鏈，
以禱告與主同工。主亦感
動弟兄姊妹捐出抗疫物
資，派給有需要的街坊。
正如主的教導：「施比受
更為有福」。在疫情改善
後，更主動接觸街坊，如
獨居長者及低收入家庭
等。

為初信者紮穩根基，令他們在信
仰上可以持續地成長和追求，栽培
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透過「一對
一」的方式，為初信者配對合適的
栽培員，使他們在相同的性別、年

齡背景相似的組合下，可以得到生
命的傳承與關懷，最終能一同謙卑
地順服於主的話語中，這真是一件
好得無比的美事！
但願大家繼續努力，讓更多的初
信者領受到上帝所賜給我們的恩典
與豐盛的生命。

添置屬靈書籍
教會設有小型的圖書館，擺放
了不同類型如靈修、神學、教會歷
史等的屬靈書籍及影音產品，亦會
定時添置最新出版的聖經詮釋或信

願意我們學基人常常學習
真理，活出信仰，讓我們
的生命見證主的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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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反省書籍，以及邀請個別弟兄姊
妹介紹一些屬靈書籍，分享閱讀心
得。

姊妹主動捐出不少物資，由教會動
員派發給街坊，在疫情與鄰舍分享
所需。

派發福音單張

推動讀經計劃

教會每年都會設計不同的福音單張，傳揚主的訊
息，如在農曆新年的帶有主話語的揮春賀辭，讓弟兄
姊妹送給家人朋友，傳達主愛的訊息，進一步讓未信
的人有機會認識主。

除屬靈書籍
外，教會也有推
出讀經計劃，讓
弟兄姊妹按自己
所需要參加課
程，有系統地研
習聖經。

聖經信息查經班
十年讀經計劃
第一期查經證書課程

第二期查經證書課程
（24 卷書）

（12 卷書）

第三期查經證書課程
（30 卷書）

課程 1

創世記

民數記

以賽亞書

課程 2

馬可福音

申命記

耶利米書/

課程 3

羅馬書

馬太福音

哥林多後書/

課程 4

出埃及記

約書亞記/士師記/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

路得記

以斯帖記

課程 5

詩篇

耶利米哀歌

50周年活動花絮

愛鄰社

見證事工

服事事工

2020年開始，新冠肺炎肆虐，部
分日子教會的一切聚會也得停止，
而抗疫物資如口罩尤其缺乏，弟兄

牧養事工

派發防疫物資

提摩太後書

（代上 1-9 章）

課程 6

約翰福音

撒母耳記/上下

約伯記/約拿書/

（代上 10-29 章）

那鴻書

哥林多前書/腓利門書

希伯來書/歌羅西書

課程 7

利未記

列王紀上/下

以西結書

（代下 1-36 章）
課程 8

路加福音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小先知書 – 何/摩/彌/

提摩太前書/提多書/

哈/番/該

瑪拉基書
課程 9

使徒行傳

但以理書/撒迦利亞書

課程 10

加拉太書/以弗所書/

約珥書/啟示錄

雅各書/彼得前後書/
約翰一二三書/
猶大書
箴言/傳道書/雅歌

腓立比書

聖經信息協會保留課程開辦與否的權利，不作另行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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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巴底亞書

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見證事工

福音查館
福音查館是新朋友接觸信仰的平
台，是弟兄姊妹學習愛人生命的地
方。查館的事奉者眾多，各人使用
暱稱，方便新朋友認識。其中主力
的事奉者包括Pang Pang(彭詠梅姊
妹)，叻叻(盧雅然姊妹)，Rosa（潘
玉貞姊妹)，哈哈(曾麗霞姊妹)，威
廉(黃偉忠弟兄)和Donald(麥宇田弟
兄)等十多位肢體。他們還感染不少
人前來幫忙，各人齊心努力，為福

見證事工分為本地福音事
工與差傳事工。本地福音
事工籌劃每年主愛平安夜
的佈道聚會和恆常的佈道
工作，如福音查館、懇親
聚會、街頭佈道等。另
外，也推動弟兄姊妹學習
佈道、栽培，以及開辦課
程裝備信徒。此外，差傳
事工會籌劃每年的「差傳
雙周」推廣和深化差傳異
象，並支持守望宣教士和
差傳機構的需要，也推動
每年泰北、澳門的短宣和
內地行，拓展本地印尼事
工等。

音全然擺上。查館的朋友(查友)也
感受到這愛的氛圍，願意在此建立
關係，認識福音。當他們受浸後，
很多時回來協助查館的運作，一起
關心查友。願意上帝賜福音查館所
作的工，尋找迷羊，建立生命，榮
耀主名。

主日新朋友接待組
透過招募及弟兄姊妹之間的彼此
推薦，這接待組約有15人，每周2至
3人當值，大家都帶著期待的心，拿
著新來賓卡及筆，預備在崇拜中看
到有新來賓舉手，並走到他們身邊
歡迎他們。能接待新來賓，是十分
感恩興奮的事。
接待員除了初步認識新朋友之
外，也把握機會認識他們的信仰狀
況，因此，每次與新來賓傾談，可
能需較長時間。若每周增至最少5人
當值，分佈在大堂、休閒區等，就
更理想。深願更多弟兄姊妹能加入
這組，一起接待神給學基的羊仔，
讓他們踏進學基，就能感受到人的
關愛及神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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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透過每年兩次的短宣服事，
推動弟兄姊妹參與短宣，以不同恩
賜，協助帶領探訪教會的崇拜、團
契活動，籌辦主日學導師訓練、夫
婦營、青少年營等，令中港教會弟
兄姊妹有豐富美好的交流互動。交
流過程中，弟兄姊妹往往因着國內
肢體渴慕神的熱切、患難中的持
守、單純依靠主的信心見證，而深
受感動和激勵。

聖經說：「趁着白日，我們必須
作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
沒有人能作工了。」(約翰福音9：
4)願學基群體能繼續把握機會與國
內肢體同行，主恩光照亮黑暗，主
福音傳遍中華。

服事事工

多年來，國內教會有各自不同
的發展和成長，建立自己的信徒領
袖，而學基內地行(短宣)持久的服
事同行，兩地弟兄姊妹不時的互通
探訪交流，令兩地信徒彼此更能建
立主裏深厚的情誼，這都是神給予
我們的寶貴屬靈成長經歷。

愛鄰社

見證事工

教會的內地事工始於2004年，由
本堂一位弟兄引薦而認識他在家鄉
一帶的鄉鎮三自教會和聚會所。感
恩神招聚了一群對國內福音有負擔
的弟兄姊妹，一起探索如何趁着國
家開放的時機，能夠關心國內肢體
和服事國內教會。

牧養事工

內地事工小組

5
1. 2017年南岸五周年與內地行肢體
合照。
2. 2019年中港肢體合照。
3. 2019年新橋婦女交流。

3

6
4.
5.
6.
7.

4

7
2019年白諸團契分享。
2019年探訪白諸教會。
2018年兒童主日學。
2018年南岸復活節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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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承傳分享愛

見證事工

泰北差傳小組
感恩神透過郭瑞芝宣教士的推動
和開展，學基在1999年開始了在泰
北的服事和宣教體驗學習，至今已
23年。神藉忠心委身的籌委同心事
奉，每年籌組短宣隊到當地的教會
和村落服事、傳福音，也得着弟兄
姊妹親身的參與、禱告的支持、奉
獻的擺上，成就了教會持續不間斷
的宣教事工，藉此也開啟了弟兄姊
妹的屬靈眼界，培育了弟兄姊妹的
宣教心懷，離開自己熟悉的文化語
言，學習分享福音，實踐大使命，
成為訓練門徒的好機會。多年來透
過參與泰北短宣，建立了不少弟兄
姊妹持續參與宣教服事的心志，甚
至願意裝備成為傳道、宣教士，為
主差遣使用。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

典和計劃，讓學基羣體能有份參與
泰國宣教禾場的事工。過往多年，
學基短宣隊除了支持郭宣教士服事
的清萊恩典浸信會幼兒園，也讓會
眾認識到在泰北以不同形式服事泰
北的牧者、宣教士。他們的刻苦、
堅定不移、委身的心志，都激勵着
眾弟兄姊妹。
展望未來，期盼學基群體繼續
按着神的帶領引導，持定異象，回
應泰北的禾場，彼此分享、分擔生
命，互為祝福。願主的名在泰北被
高舉，人都尊神的名為聖。

1

2

3

4

5

6

7
72

牧養事工

10

11

12

13

服事事工

9

14
2014年泰北短宣。
民模學生中心學生。
陳美琪宣教士及平安之家學生 。
2016短宣隊探訪恩光浸信教會與鍾
泉華宣教士伉儷合照。
5. 2018短宣隊探訪民模阿卡村學生。

6. 2018年同心為泰北。
7. 2018年短宣隊協助幼兒園活動。
8. 2018短宣小將。
9. 趙德威傳道祝福村民。
10. 恩典幼兒園學生上課。
11. 接民模學生放學。

12. 疫情中寄遞物資，送上關心。
13. 幼兒園畢業禮。
14. 禧盟事工會址。
15. 朱佩儀宣教士。

各方祝福

1.
2.
3.
4.

15

50周年活動花絮

愛鄰社

見證事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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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事工

印尼喜樂之家
印尼喜樂之家成立於2010年9月
26日，至今已進入第十一個年頭。
當初開展印尼事工，是源於主給當
年差傳委員會委員和弟兄姊妹的一
個福音異象 —— 把握機會向在港印
尼傭工傳福音。最初組成的籌委會
除了差委委員，還有黃華根弟兄一
家，他們熟悉印尼文化，也會印尼
語，願意委身協助接觸印尼傭工。
開展工作前，我們請教過不少在港
有舉辦印尼事工的教會的負責同
工，也聯絡過不少關心印傭的福音
機構，了解向有濃厚穆斯林背景的
印尼傭工開展福音工作要注意的地
方。
感謝主，在喜樂之家試辦的首半
年，已有七位印尼姊妹恆常出席，
令我們更有信心繼續這個事工。接
着我們透過開辦興趣班、查經班及
假日活動等，接觸不同需要的印尼
家傭。經過多方的嘗試，我們漸漸
建構出學基的印尼事工模式。期

間，有不少印尼姐姐信主，接受栽
培，還在學基受浸。
在牧養工作上，最初由本堂牧
者輪流在聚會中講道，請黃于善姊
妹翻譯；也試過請在港印尼牧者來
教導；後來更開展了「使命僱員計
劃」和「印尼神學生實習計劃」，
目的是希望由受過神學訓練的印尼
人直接牧養姐姐，令她們更易領受
主道和更感親切。
然而，上述兩個計劃的牧者都是
在港工作一兩年就要離開，很難令
印尼姐姐有歸屬感。感謝神，神於
2018年為我們解決了問題：教會牧
者與領袖着手探討直接由印尼聘請
女傳道來港的可行性，最後在2019
年，我們聘請了Icefina來港牧養印尼
姐姐及進行傳福音工作。
感謝主讓我們在印尼事工上有
份，願一切榮耀歸主。

1

3
4

2
5

1. 2020年印尼喜樂之家成
立十周年港隊與印尼姊
妹合照。

6

7

2. 印尼女傳道Ice與丈夫
Fernando傳道。
3. 年初三燒烤活動。

4. 印尼姊妹慶祝印尼國慶。
5. 印尼姊妹在聚會中領唱
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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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聚會前祈禱。
7. 印尼喜樂之家聚會情況。
8. 印尼喜樂之家聖誕崇拜。

服事事工

每次嘉年華會完結前，會有表
演活動和分享福音信息的時間。學
基短宣隊多才多藝，不但有福音舞
蹈，還有魔術表演，聯同其他短宣
隊一同為主獻技，非常熱鬧。
感謝主，雖然澳門短宣每次都只
是短短兩天時間，來去匆匆，但透
過當地同工的講解、文化活動(如時
間許可)和嘉年華會活動，隊員能更
多認識澳門這個近在咫尺的賭城的
福音需要，每位參加者的收穫總是
滿滿的。

2

3

4

5

6

7

8

9

1. 2015年短宣隊在澳門宣道中心
留影。
2. 2015年關心石排灣長者。
3. 2016年澳門短宣隊大合照。

4.
5.
6.
7.

2016年澳門短宣剪髮服務。
2017年澳門短宣隊進餐後合照。
2018年門短宣隊在宿舍附近合照。
2019年澳門短宣隊石排灣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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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9年澳門短宣隊在石排灣表演
魔術。
9. 2018年短宣隊遊戲攤位—「信仰格
蘭披治」。

各方祝福

1

50周年活動花絮

愛鄰社

參加澳門短宣的弟兄姊妹有長
者、就業者、年青人、也有一家大
小的，主要聯同其他短宣隊協助在
中心堂、石排灣新區和祐漢永寧廣
場等地舉辦嘉年華會。短宣隊設計
了不同的攤位接待街坊，有吸引小
孩子的遊戲攤位和甚受長者歡迎的
剪髮攤位等，還會組織小隊在會場
附近派發福音單張、關心街坊和進

行個人佈道。

見證事工

2015年8月，教會首次組織為
期兩日一夜的澳門短宣，主要是配
合澳門宣道中心堂在當地的福音預
工。其後幾年，教會也有組織短宣
隊前往當地，但主要安排在12月聖
誕節前。

牧養事工

澳門短宣

學基蒙恩五十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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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鄰社
  

1

2

學基．愛鄰社
學基跟隨萬國宣道浸信會的理
念去宣教，在本地透過社會服務去
傳揚福音，服務有需要人士。1973
年在美孚新邨成立學基幼稚園、
1982年在青衣成立青衣浸信會暨青
年中心、1986年開辦長康浸信會暨
老人中心，及至2005年，教會遷至
深水埗，經6年的籌劃，在2011年
(教會40周年)成立學基愛鄰社(中
心)，服務深水埗鄰舍。
在學基愛鄰社成立之先，教會
透過不同的牧區及活動服務深水埗
鄰舍，包括節期祝福探訪、醫院佈
道、專題講座、影音聚會、嘉年華
會、捐血、健康日、再培訓課程、
聖誕主愛暖萬家、露宿者男人服事
等。2007年，丁贊鴻牧師及幾位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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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社區服務的肢體聯同吳順
然牧師一起構思、禱告，最後為教
會製定稱為「我們的夢」的社區服
務發展計劃，籌備成立「學基愛鄰
社」，以更深入、穩定、持續地服
務區內有需要人士。
愛鄰社成立初期，得到丁贊鴻
牧師及江麗蓉傳道的牧養及帶領，弟
兄姊妹心裡火熱，推出了「關深義工
訓練」，成立「關『深』大使」義工
服務隊，凝聚及培訓持續關心社區的
「有心人」，強化服事社區的力量。
其後，愛鄰社同工推出「拼出個未
來－婦女英語拼音班」、「F3－F4英
語提升課程」、暑期英語聖經學習課
程及功課輔導班等活動，以探索社區
的需要及服務模式。

牧養事工
服事事工
見證事工

1. 學基愛鄰社於2011年正式啟用。
2. 愛鄰社小朋友參與小小領袖生
計劃。
3. 左起：伍彩紅幹事、孫麗虹前
服務主任、張淑貞導師、趙偉舜
主任牧師。
4. 左起：趙偉舜牧師、劉潔茹服務
主任(現任)、伍彩紅幹事。
5. 愛鄰社活動成果展，全體師生與
家長大合照。
6. 2021暑期日營愛鄰社導師、
家長及小朋友在禮堂大合照。
7. 位於學基1樓的愛鄰社展板，
定期貼出該會的活動相片。
8. Playgroup 活動。
9. 小朋友專心地上舞蹈課。

7

各方祝福

如今愛鄰社成立10年，中心會
員約3500人，這是神的祝福，也是
一代又一代主任、幹事、同工、弟
兄姊妹共同努力的成果。愛鄰社是
學基浸信會的一部分，但學基浸信
會卻是愛鄰社的全部。願愛鄰社一
直在學基浸信會內，與學基浸信會

一同成長、一同跟隨基督、一同慶
祝更多個周年。

50周年活動花絮

自2010至今，愛鄰社主要服務對
象是兒童及其家庭。由最初的功課輔
導班、幼兒PLAYGROUP班，到後來
的兒童興趣班(芭蕾舞、手工、珠心
算、英文、鋼琴)、小小領袖生、正
向領袖訓練、婦女組，中心一直以切
合社區人士需要的活動，吸引街坊、
鄰舍來到教會，為的只是讓他們有機
會感受從基督而來的愛，開始嘗試接
觸教會、了解信仰。

6

愛鄰社

5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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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主呈獻感恩的祭
2020年11月的一個下午，接
到吳師母電話，邀請我加入五十周
年堂慶活動籌委會，而這籌委會是
弟兄姊妹自發籌組出來的。當時我
心想，學基五十年廣歷主恩，而我
在這裏也四十多年了，又怎能不參
與，一同策劃向上帝呈獻一個感恩
的祭呢？誰知道答應了之後，卻又
被邀請擔任籌委會主席。這一下，
我真有點兒着慌，因為我從來都不
喜歡擔任「主席」，而籌辦活動亦
絕非我所熟悉的範疇。雖然我沒有
即時拒絕，但內心已知這是沒有可
能的。不過，我答應了為此禱告，
而神亦奇妙地不停加重我對這崗位
的負擔，讓我清楚主的呼召。結
果，我這個不擅長安排活動的人，
便成了五十周年堂慶籌委會的主
席。
第一次會議，是實體加視像的
會議，因有籌委被疫情困在澳門，
未能回港。這十二個籌委，是跨地
區、牧區、背景、恩賜和年齡的組
合，年紀最輕的只有19歲，而年長
的退休肢體亦有幾位。人們習慣將
相近背景的人組合起來辦事，認為
這樣最有效率，亦最融和。我們將
差異很大的人湊合在一起，卻因此
經歷着差異帶來的驚喜和眼界，彼
此承載，互相欣賞和學習，更加合
一，多美麗啊！這豈不也是我們向
天父由衷的呈獻嗎？
從一開始，我們便有一個共
識，就是我們不會單單為搞活動而
舉辦一些活動項目，每一個活動項
目都必須是向上主呈獻的感恩祭，
而每一個活動項目都必須將弟兄姊
妹連結起來，並能將主的愛分享出
去。展望下一個五十年，承傳至為
重要。學效基督的心志需要承傳，
委身事主需要承傳，下網打魚也需
要承傳。是這些共識和理念建構了
五十周年紀念活動的口號：「學基
蒙恩五十載，連結承傳分享愛」。
但願這不單單是一個口號，而是我
們的信念和生命！
五十周年紀念活動的英文口號

是「YOUWE」，YOU是指上帝，
WE是指我們這些跟從主的信徒，
YOU同WE之間是沒有空位的，象徵
我們與主緊密的關係；同時YOUWE
亦可以理解為被上帝連於同一個基
督身體的你和我。很有意思，對
嗎？
弟兄姊妹，五十周年的記念
活動，都是為主呈獻和為你而預備
的，期待你帶着熱忱參與，記念主
恩，並以回應主恩為祭。
感謝讚美主！是祂呼召我承擔
這崗位，讓我見識到主所預備好的
擁才幹恩賜以及忠心的弟兄姊妹，
而我這個不擅長安排活動的人，只
是在他們中間作串連，事就這樣成
了。
最後，我想向每一位籌委及參
與活動項目策劃的弟兄姊妹致意，
謝謝你們忠心的參與。香港地，有
誰不是在忙碌中掙扎的呢？謝謝你
們在忙碌中仍以上帝和學基的事為
念，犧牲了睡眠和休息，我深信你
們的呈獻，主都悅納喜歡！
下一個五十周年的學基會是怎
樣的，你我都不知道，甚願趁着白
日，你我都多作主工，與主同工建
構學基家。

五十周年堂慶活動籌委會主席
戴慕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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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周年堂慶活動啟動標誌
(由吳良菁姊妹設計)

籌委會特別為
五十周年製作了紀
念T恤。上 面 印 有
YouWe圖 案，意
思 指「你 們」和「我
們」，其中「我們」代
表着群體與群體之
間，又 或 是 牧 區 和
牧 區 之 間 的 隔 膜。
我們希望打破彼此
間的隔膜。

這個標誌主要想表達感謝主帶領「學基號」
從1971年啟航，靠着主的恩典衝破大大小小的
風浪，轉眼50載，我們將繼續跟隨主的恩光照耀
下，乘風破浪，為主勇敢前行。

牧養事工
各方祝福

隔膜可以怎樣打
破呢? 唯有靠「You」
— 就是我們仰望的
耶 穌 基 督，祂 讓 我
們 無 分 彼 此，不 再 拘 泥 於 你 與 我 之 間 的 分 別。讓
耶穌基督來到我們的中間，把我們連結在一起。
「YouWe」不止是你們和我們的意思，而是基督連結
起我們所有人的意思。

50周年活動花絮

50周年紀念T恤(YouWe)

愛鄰社

見證事工

(下排左起)吳陳美珍師母、吳順然牧師、
趙偉舜牧師、雷展豪兄弟；(中排左起)戴慕華姊
妹、賴少君姊妹、朱小頴傳道、陳家驤兄弟；(上
排左起)王愛蓮姊妹、馮冠平兄弟、楊德恆兄弟及
吳良菁姊妹。

(前排左起)雷展豪兄弟、王愛蓮姊妹、
戴慕華姊妹、吳陳美珍師母、馮冠平兄弟；
(中排左起)楊德恆兄弟、吳順然牧師、吳良
菁姊妹、賴少君姊妹；(後排左起)趙偉舜牧
師、陳家驤兄弟。朱小頴傳道當日不在港。

服事事工

1月24日學基50周年紀念
活動籌委於啟動禮合照

12 位堂慶活動委員在
疫情下以 ZOOM 舉行
視像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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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周年紀念品—
摺疊旅行袋

50 周年感恩見證
集合了五十位以上學基浸信會的舊雨新
知，拍攝視頻，訴說神給個人與學基浸信會
的祝福與恩典，並在每周主日崇拜中播放。

50 周年佈置
籌委會其中一個小組是負責以「學基蒙恩五十
載，連結承傳分享愛」為主題，設計佈置教會內外，
內容包括教會50年事件簿、YouWe掛畫、「分享愛」
經文等。不但增加堂慶的氣氛，也能彼此提醒，毋忘
主恩。
1

2

3

4

5

1. 50周年教會梯間佈置(主題標誌)
2. 50周年教會梯間佈置(教會50年事件簿)
3. 50周年教會大堂佈置(耶穌釘痕的手 - 左)

4. 50周年教會大堂佈置(耶穌釘痕的手 - 右)
5. 50周年教會門外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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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
一

2

3

4

1. 堂慶崇拜中敬拜隊獻唱。
2. 堂慶崇拜邀請到吳順然牧師證道。

3. 418堂慶早堂崇拜後大合照。
4. 418堂慶午堂崇拜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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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事工
各方祝福

50周年活動花絮

愛鄰社

1

服事事工

每年4月都是
教會堂慶的日子，
適逢今年是教會創
立50周年，感恩天
父讓疫情稍稍緩
和，讓堂慶崇拜
得以實體進行，
兄姊妹能歡聚
堂，共頌主恩。

見證事工

50周年4月18日堂慶崇拜

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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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製作會眾
大型拼相海報
籌委會特意安排重新製作教會梯間的拼
相海報，疫情期間共收集及拍攝200多位會
眾的相片，製成學基堂外觀的大照片非常難
得。

尋找學基的故事
不少弟兄姊妹在新堂建成後加入學基，可能對學
基歷史不了解，籌委特別製作了創堂篇、植堂篇和建
堂篇三輯短片，記述神過去50年如何帶領學基走過各
種風風雨雨，讓會眾感受到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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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事工

社區關懷活動

服事事工

50周年的主題是要連結、要承傳、要分享愛，籌
委會特意安排了社區關懷活動，向其他人分享主給我們
的愛。活動包括探訪教會獨居長者、探訪社區獨居長
者、另關心區內基層男士、愛鄰社特選會員家庭並派發
禮物包。活動全年進行，讓更多人感受到主的愛。

2

5

6

8

9

3

4
見證事工

1

8-9. 為基層男士預備禮物包。
10. 基層男士領取飯券和禮物包。
11. 協助派送基層男士禮物包的弟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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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各方祝福

1-4. 探訪教會獨居長者。
5-6. 為探訪社區獨居長者預備禮物包。
7. 40多名教會義工探訪了社區獨居長者50戶，一同來個大
合照。

10

50周年活動花絮

愛鄰社

7

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50周年活動花絮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2-15. 義工小組合照。
16-17. 周瑞姬傳道與義工做工作簡介和匯報。

18. 年青人參與關心會員家庭活動。
19. 派發會員家庭禮物包。

聯堂崇拜
學基浸信會50周年堂慶的壓軸活動
是十月十日的聯堂崇拜。我們希望透過這
個慶典，聯同長康浸信會、駿發花園浸信
會和葵芳浸信會三間「子孫堂」的弟兄姊
妹，聚首一堂，共頌主恩。
由於疫情下聚會人數受限制，聯堂崇
拜要分早午兩堂進行，盡量容納多些弟兄
姊妹參與慶典，一同數算50年來主賜給學
基的恩情。
當天除了有各堂會聯合詩班齊心唱詠50
周年堂慶新歌，同時邀得遠在美國的創會牧
師——彭偉光牧師為堂慶作錄影證道。典禮
中，還會出土進入深水埗新堂時埋下的時間
囊，同時也會更換新時間囊物品。
我們不能為主作什麼，只能在聯堂敬拜
中表達我們的感恩，卑微的獻呈願主悅納！

學基浸

Heritage

學基

Herita

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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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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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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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五十
載
連結承
傳分享

聯堂崇拜當日會重新埋下新時間囊，新時間囊物品包括：
堂慶紀念T裇、環保袋、418堂慶主日合照、舊會眾拼圖海報、
50周年堂慶啟動禮籌委合照、50周年堂慶紀念特刊、堂慶紀念
標語(Slogan)和標誌(Logo)，還有50周年堂慶紀念新曲歌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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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各方 祝 福

學習真理，扎根主裡；
基信教育，培植生命；
五十周年，見証主恩。

牧養事工

50 thAnniversary

50 thAnniversary

服事事工

恆安浸信會

學基浸信會金禧堂慶
這代要對那代頌讚祢的作為，也要傳揚祢的大能。
我要默念祢威嚴的尊榮，和祢奇妙的作為 。
（詩 145：4-5 )
見證事工

萬國宣道浸信聯會蔣偉堂敬上

50 thAnniversary
愛鄰社

歷半世紀頌主恩
堂會向前靠神恩
福音廣傳齊同心

學習主基督  感謝主栽培
基督為主帥  人人跟隨主
浸沐主愛中  維繫家合一
信靠主基督  興旺神福音
會齊心努力  完成主使命
五十蒙主恩  齊齊報主恩
十字架榮光  照亮全世界
順安浸信會主任牧師

黃家輝牧師

85

各方祝福

50 thAnniversary

50周年活動花絮

長康浸信會恭賀

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各方祝福

50 thAnniversary
祝賀學基浸信會 50 周年
感謝神，因祂有說不盡的恩賜！(林後9：15)
駿發花園浸信會

50 thAnniversary
學基浸信會五十周年誌慶：
福音弘揚五十載，不忘學習基督；
跨越金禧創未來，銘記基督使命！
傳恩浸信會

學海無涯
基督降世
浸禮意義
信靠救主
會盡全心
五餅二魚
十架救恩
周圍環顧
年代世紀
慶賀救主

唯勤是岸
彰顯神恩
公開認信
終生跟隨
全性全意
多人飽足
人得救贖
眾多迷羊
永遠相傳
復活永生

敬賀

50 thAnniversary

學效主耶穌
基督救罪人
浸禮顯認罪
信主享永生
會全心全意
五餅二魚事
十架心中記
周圍見證主
年年莫忘記
慶賀主救恩

梁文光弟兄

50 thAnniversary

Love can heal, it brushes away all the mistakes
& the faults we made, given forgiveness from the
grace of our Lord, with His presence & the loves He
gave through the Christ, Jesus, thank you Lord since
our birth till the end, forever & ever in Him.
李玉萍姊妹(Ly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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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學基五十周年，靠神恩典帶領教會成長，
克服各種困難，又賜福我們進入深水埗社區，
求神繼續引領學基向前邁進！

牧養事工

50 thAnniversary

50 thAnniversary
感謝天父感動不同的牧者和弟兄姊妹忠心擺上和服事，
他們美好的見證成為我們的激勵。

服事事工

鄭劍權弟兄（雅歌區)

見證事工

梁晨景弟兄、梁雅琳姊妹（雅歌）

50 thAnniversary

葉巧兒姊妹(雅歌區)

愛鄰社

同聚念記神恩典，共證順逆不變情，
連結承傳分享愛，金禧再踏新里程。

感恩學基有主同行五十載，盼主繼續光照肢體，
靈命日進更新報主恩。
荊婉如姊妹(雅歌區)

50周年活動花絮

50 thAnniversary

學基五十載感恩，願神愛學基更深，
連於基督傳福音，建立生命盼永生。
陳彩金姊妹(摩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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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祝福

50 thAnniversary

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各方祝福

50 thAnniversary
齊頌主恩愛悠長，賀詞頌讚呈獻上，學效主愛關幼長，
基督福音廣傳揚，五餅二魚共分享，十字救恩銘心上，
載譽主來蒙讚賞。
(以斯帖牧區敬賀)

50 thAnniversary
學基堂慶五十載，傳承主恩福音載，
蒙恩連於基督愛，關懷鄰社彰顯愛，
主愛牧養傳永代，頌揚救恩遍世代。
周潔儀姊妹(以斯帖區)

50 thAnniversary
五十年轉眼就過，願主繼續帶領學基迎風破浪，
植根深水埗，榮神益人。
葉志夫弟兄(雅歌區)

50 thAnniversary
學基根植主真道，五十得力不停步，
周年拓墾天國路，堂慶恩言盡細訴，
記念禧年神國度。
馮佳駒弟兄(摩西區)

50 thAnniversary
學基蒙恩五十年，風雨同路主恩典，弟兄姊妹神帶領，
摩西團契頌主恩，互相輝映主愛心，神的恩典榮耀裏，
同頌感恩樂年年。
姚錫銘弟兄(摩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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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詩歌創作

版權屬學基浸信會及創作人所有

如想下載歌譜，請
掃描以下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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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歷年詩歌創作
版權屬學基浸信會及創作人所有

如想下載歌譜，請
掃描以下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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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巧兒、黃肇玲
「承恩、信恩、傳恩」這首詩歌的內容包括以下三個信息

(一)「承恩」
「同聚共念記，遠方牧者，未畏跋涉艱辛，在那新生園中建聖殿，讓主救恩得傳頌。」
記念彭偉光牧師一家1971年從美國遠道而來，於美孚新邨成立學基浸信會，
並以學基幼稚園作敬拜聚會之處，為主傳揚福音。

「在這深水同顯美與善，讓信望愛得傳頌。」
記念2005年，學基蒙主大恩，於深水埗建堂，繼續在水深之處，下網打魚。
學基經歷不少歲月，走過不少路途，一直承受主的深恩和看顧，實在要滿心感謝！

(二)「信恩」
無論在美孚時期，抑或深水埗時期，學基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難，都可以度過，全是因為大家能
「合意一心禱告祈求，以謙卑心傾聽指引」，即使所見的人和事未必如意，
但深知正如林後5：7提到：「因為我們行事為人，是憑着信心，不是憑着眼見。」
所以就寫了「眼見的或不如人意，行事為人要憑信心。」

歌詞中有七個「信」字，勉勵大家要堅信主的大恩、保守和帶領，
以致我們能「不怕洪流」、「莫怕低谷苦痛創傷暴風」、「奮力同行向窄路邁進」。

(三)「傳恩」
近幾年，在社會運動、政治變化、移民潮湧現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之下，學基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有時可能會使人灰心失望、焦慮不安、愛心冷淡，但我們應「念記半世紀基督深恩，受託付召命要堅持」、
「心要靠主燃點愛」，深信「連結基督可誇勝」，所以願學基人以主的目光看萬事，盼望主的國快來臨，
繼續努力前行，將神的恩典傳開，在日後「高舉神連結讚頌上帝！不畏懼承傳信念踏上！分享神慈愛普及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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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詩歌創作

學基浸信會50周年紀念詩歌分享

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歷年詩歌創作
版權屬學基浸信會及創作人所有

承恩、信恩、傳恩
承恩、信恩、傳恩

(學基浸信會50周年紀念詩歌)
(學基浸信會50周年紀念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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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以下QR Code

， ，

！ ！
92

！ ！

7月25日會眾穿上堂慶T裇在禮堂大合照（圖為早堂）

7月25日會眾穿上堂慶T裇在禮堂大合照（圖為午堂）

深哉主愛 50年不變改

學基浸信會

Heritage Baptist Church

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左起) 王愛蓮姊妹、鄭雯欣姊妹、楊健枝傳道、
陳家瑋弟兄、黃倬曦傳道、葉巧兒姊妹、甄翠怡姊妹

滿有溫度的「歷史回顧」，把神帶領學基家走
過那些年的回憶，一一呈現。由1971年彭偉光
宣教士夫婦從美遠道而來，在美孚建立猶如家
庭般溫馨的教會，其後學基需要尋找新堂址，
過程盡是滿途荊棘！最終落戶深水埗建立座堂
式教會，現在已有逾500位弟兄姊妹在此聚會相
交，這全是神與我們走過的足印。無論你是何
時加入學基家，總能在這些片段中找到自己的
身影，重溫主愛。

學

基

浸

信

會

Heritage Baptist Church

近年社會動盪，加上疫情的困擾，讓不少弟兄
姊妹感到無力，但無論環境如何變遷，請深信
神依然坐着為王。願往後的學基家，繼續緊緊
的跟隨神，在家內、本區，以至同樣是我們的
家的香港作鹽作光，見證更多的50年。阿門！

發行量：700本
發行日：2021年10月10日
設計及承印：鄭建文弟兄(部分設計) ; 資本財經印刷有限公司(設計及承印)

連結承傳分享愛

編委成員：楊健枝傳道、黃倬曦傳道、鄭雯欣姊妹、王愛蓮姊妹、
陳家瑋弟兄、盧雁鈴姊妹、甄翠怡姊妹、葉巧兒姊妹
相片攝影：陳德霑弟兄

學基蒙恩五十載

編委
出版：學基浸信會
地址：香港九龍深水埗元州街162號
電話：2744 4786
傳真：2744 0244
電郵：hbchk@biznetvigator.com
網址：http://www.hbc.org.hk

編委主編 鄭雯欣姊妹

摩西區陳彩金姊妹
寫畫賀學基浸信會金禧會慶

感謝天父的厚愛，學基家從不缺滿有恩賜能力
的弟兄姊妹、教牧同工、執事、以及無數個在
家中默默服侍的你， 踐行「百節各按各職」，
讓人彼此建立，在愛中成長。由於篇幅所限，
只能記錄部分名單，願神親自的報答各位良善
忠心的好僕人。

「敬拜、牧養、服事及見證」，相信弟兄姊妹
對這四大事工不會感到陌生，本刊請來各部的
代表來分享點滴，讓大家能更全面了解家中目
前的狀況；還有為回應神的感動而建立的愛鄰
社， 讓我們有機會接觸和關心本區的人和事，
並將福音廣傳，更重要的是調整自己的心態，
心存謙卑，與神同工。最後，不少得記載的是
一連串50周年慶祝活動的花絮，以及來自不同
教會、弟兄姊妹的祝福。書封書底兩張大合照
拉頁，更是別樹一幟的「家庭照」，是我們珍
貴的回憶。

HERITAGE BAPTIST CHURCH

感謝主！帶領學基走過半世紀。在這特別的日
子，我們藉着文字及相片，一起回顧細味主的
恩典！

等候耶和華的
必從新得力
如鷹展翅上騰

學 基 浸 信 會 HERITAGE BAPTIST CHURCH

編者的話

學 基 浸 信 會 HERITAGE BAPTIST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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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itage Baptist Church

學基蒙恩五十載
連結承傳分享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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