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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故事 
教會的成長和發展是神恩典的印記。就讓我們在回顧中感恩，同時憑

信心立志邁向神所指示的目標。 

1964 年夏天： 呂威廉牧師夫婦 (Mr. & Mrs. William Oliver REES)，

蒙召向中國人傳福音，以香港為基地，在家中以聖經教導

英語，開展了傳福音的事奉。起初對象多是華人中學生，

呂牧師清楚教導聖經為真理的柱石，「全本聖經都是神所

默示的」，是教會信徒的生活指標；故初期的主日聚會以

教授聖經為主，也有詩歌及聖餐。 

 

1970 年代初期： 由於人數不斷增多，呂牧師的家已不敷應用，便於太子

道紅寶石餐廳五樓租了一單位作聚會之用，教會亦於此

時訂名為「旺角基督教會(Mongkok Church of Christ)」。 

 

1970 年代中期：美國宣教士安加理牧師(Gary Anderson)於教會幫助信

徒、訓練及鼓勵華人信徒參與事奉，例如：領詩、講道、

探訪及傳福音等事工，當華人信徒有了承擔教會事工的

經驗之後， 教會開始領受了“自存教會”的觀念和異

象，教會的第一次信心契約亦在此時期進行。 
 

1977 年： 華人弟兄姊妹有了接棒的心志，開始承擔在教會中的事奉，並

組成第一屆有華人肢體參與之事奉團隊，負責管理教會行政事

宜。自此之後，呂牧師一家開始淡出教會的領導行列，他們的

兒子 Ben REES 則開展了居港菲律賓人的福音工作，弟兄姊妹

參與事奉的人數亦大大增加了。 

  

1983 年： 教會正式以「旺角基督教會有限公司(Mongkok Church of 

Christ Limited)」向政府註冊成為慈善團體，所以教會決定

以這一年為正式成立日期，並計劃購入旺角弼街一單位作為教

會會址之用，可惜此決定未能獲得弟兄姊妹一致贊成，部分弟

兄姊妹在遷入弼街新會址前離開了教會，聚會人數一度減少。

神仍繼續保守教會，一段時間之後聚會人數持續上升。教會在

這一年開始由行政組領導教會。 

 

1989 年： 教會聘請第一位全職同工──吳金珠姊妹，負責中學生福音工

作(吳金珠姊妹於 91 年初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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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8 月份教會再因地方不足，決定出售弼街之單位，另購入大角

咀杉樹街百新商業大廈二樓作為教會之會址。 

1995 年： 呂牧師夫婦於返回美國退休 (呂牧師及呂師母分別於 2001 年

及 2002 年安息主懷) 。同年教會在經濟上支持周國良弟兄開

始裝備全時間事奉。 

 

1997 年： 教會 4 月正式聘請周國良弟兄為全職傳道(於 2001 年 4 月離

職)。 

 

1999 年： 教會邀請王恩榮牧師擔任義務牧師一職(於 2002 年 7 月請

辭)，開始帶領弟兄姊妹參與中國大陸的宣教事工。 

 

2001 年： 教會於這年引入牧養小組模式，開始以小組模式牧養。由於聚

會人數增加，地方不敷應用，於同年 12 月租用教會樓上 3C 之

單位作為教會辦公室及副堂之用。 

 

2002 年： 曹鴻輝及林肇茵兩位傳道人於 4 月份到任，後來兩位傳道人和

行政組在教義上出現分歧，雙方嘗試在聖經中尋求有關問題之

真理；最後，因未能獲得共識而於 2003 年 11 月請辭。 

 

2004 年： 曾國華弟兄於 9 月受聘為全職青年事工幹事。 

 

2005 年： 5月份教會與新曙光機構簽定了 2年之合約，新曙光機構與教會建立

了督導的關係，協助教會探索異象、設立藍圖及行動計劃，並訓練教

會領袖。新曙光機構的石建華牧師恆常出席行政組聚會，並對處理教

會各樣難題分享他的經驗及提出建議。 

5 月 2 日教會舉行異象祈禱會，有 25 位弟兄姊妹參與，一同在

神面前尋求教會的異象，這「異象日」開展了整個教會在往後

的日子邁向信心之旅，以完成神所賜的異象藍圖為目標。 

5 月份就在神賜下異象藍圖之後，神為我們開了一扇門，  

讓我們有機會於大角嘴鮮魚行學校服侍，藉教授英語接觸社區小朋

友，這印證了神在我們教會之心意。鮮魚行英語特工隊，有十多位

弟兄姊妹參加開展的工作，而鮮魚行也有二十位學生參加了該項補習

計劃，此項計劃除了為學生補習英文外，亦有一個小時與學生探討信

仰及生活問題；由於反應良好，學校亦邀請我們舉辦了暑期英語特工

隊。 

7 月份曾國華弟兄開始轉職為傳道(事工拓展)。 

7 月份教會因三樓的租約即將年底期滿，加上教會以邁向社區

教會為目標，杉樹街的會址不足以應付需要，於是教會成立擴

堂小組，負責尋覓合適會址作發展之用。 

10 月份黃素霞姊妹因為神的呼召而加入教會全職事奉，受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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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牧養關顧)。 

 12 月底教會搬往琪恒中心 3 字樓作為會址，並於聖誕節在新會

址舉行第一次聚會──佈道會，以決志者作為我們呈獻給主的

禮物。 

 

2006 年： 這一年是教會的禧年，主的恩典盈溢。 

4 月份教會開辦社區教育中心，為社區的小學生提供功課輔

導，邁向社區教會的第一步，在申請牌照的過程中，我們看見

神的保守及帶領。 

同年 4 月 9 日教會正式按立何宗信弟兄與黃啟鴻弟兄為教會長

老，同日舉行第一屆的長老及執事團隊就職禮，標誌着神家踏

入一個新的里程。教會以小組作為栽培的單元，亦關心宣教工

作，除了在常費中撥出十分一作對外基金之外(對外基金主要

用作社區事工、扶貧及宣教工作之奉獻)，部分弟兄姊妹更抽

空參與國內的短宣。在兒童事工及青少年事工上，我們亦看見

神的祝福及帶領。 

 

2007 年： 由於參加崇拜的人數增加，為了配合教會之發展，所以於 3 月

4 日開始分堂崇拜。另一方面，中學生事工及小組事工之發展

是 2007 年的重點，少年大衞組在這一年組織了委員會，開始

承擔服待，教會亦為有志服事的中學生作門徒訓練。 

 

2008 年： 2 月份神讓教會傳道同工有機會參與美國馬鞍峰教會之小組研

討會，在當中傳道同工得著很大的啟發，為教會發展小組有更

深的體會，回來後經過整理及轉化，制訂了一系列小組的發展

方向。 

5 月份教會開始新的小組“KEY 人”招募，取代過往小組組長

制度，讓更多肢體能參與小組投入事奉。 

5 月份中學生一站式聚會開始於星期六下午進行，當中包括中

學生崇拜及小組；同時中學生事工部亦於該月份正式成立，負

責統籌教會中學生事工。 

6 月份兒童事工部正式成立，負責統籌教會兒童事工。 

 

2009 年： 09 年 9 月教會對所有會眾進行了屬靈身份評估，將所有會眾分

為慕道、初信、成長及領袖身份，期望教會會眾明白了自己不

同屬靈之身份，可以更清楚掌握成長的進程及目標。同年 10

月份教會進行了自然教會發展(NCD)──教會健康評估，邀請

了 35 位弟兄姊妹填寫問卷，合共收回 33 份問卷；並且於 2010

年 2 月 3 日趙牧師向教會領袖講解評估的分析結果。同年正式

落實分齡事工，以統籌及牧養不同年齡肢體的需要(共分三個

分齡事工部：兒童事工部，中學生事工部及長者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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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為配合邁向小組教會之發展，2010 年教會執事會開始轉形，新

執事會以小組四個重要的元素來設計(敬拜、栽培、服侍及服

道、相交)，配合小組的事工，帶領教會發展。另外，配合不

同事工發展，設立行政部執事及社關部執事，負責教會行政工

作及社區關懷之事工。2010 年初教會參加香港教會更新運動與

OnTrack 所舉辦之 ACTS 教會領袖訓練，開始運用 ACTS 之元

素，尋找教會核心價值及為教會訂定遠象、方向及實踐策略。

同年 12月底琪恒中心 3 字樓租約期滿，由於教會正進行 ACTS

方向策略討論，所以長老會期望業主能以當時租金續租兩年給

教會使用，當時教會更推行 120 天連鎖祈禱運動，同心向神呼

求。最後，業主在樓市租金日漸颷升下，願意減租 15%與教會

簽訂兩年租約，讓會眾一同經歷「耶和華以勒」。 

 

2011 年： 春令會正式向會眾分享 2015 年教會遠象及初步的實踐計劃及

策略。同年 7 月份「會址小組」正式成立，為教會未來發展尋

找合適的聚會地方。 

 

2012 年： 教會於 1 月推出購堂認獻/認借計劃，籌集會址基金。收集奉

獻港幣二百九十萬及免息認借港幣四十一萬。這一年 ACTS 團

隊重點商討整頓教會的栽培系統，全力策劃「靈命工程」。因

樓市颷升，教會決定先租地方作會址，等待時機再購買會址；

同年 12 月教會搬出旺角琪恆中心，租用油麻地海昇大廈 1D 及

A2 室為會址。 

 

2013 年： 教會於 3 月的春令會推展「靈命工程」。同年 ACTS 團隊開始

部署聘請主任牧師的策略及長老接班人的栽培。同年 10 月 15

日教會租用油麻地海昇大廈 1C 單位作為幼兒崇拜及嬰兒照顧

之用途，並將 1D 之辦公室遷往 A2 單位，以致教會禮堂有更多

空間作為聚會之用途。 

 

2014 年： 教會於年初開始進行檢討 2015 年遠象及探討 2020 年遠象的工

作。同年 6 月份，會址小組建議進行籌款，用以購買威特商業

大廈 6 字樓之單位，並獲長老會通過；感謝神，感動肢體踴躍

奉獻，在短短兩個月間，籌款已經接近目標，長老會及會址小

組決定購買單位；7 月 25 日簽訂臨時買賣合約，10 月 10 日正

式進行簽約手續，完成所有買賣單位的事宜(註：單位是連租

約出售的)。同年 9 月 28 日教會會慶感恩崇拜中，按立曾國華

傳道為牧師及黃素霞傳道授予資深傳道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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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 7 日 ACTS 團隊於西貢浸信會神學院舉行 2020 年遠象日

營，一起尋求神的帶領；並在日營中透過趙錦德牧師的引導，

明白在 2010 年至 2014 年間教會需要面對很多的變遷，未能落

實 2015 年的遠象，期望再用五年的時間，真正落實有關遠象；

並於 4 月發佈有關的決定。2 月 14 日威特商業大廈 6 字樓之租

客──印尼教會正式遷出，教會隨即進行裝修工程；同於同年

4 月正式啟用及舉行獻堂典禮。7 月教會進行小組重整工作，

發展目標導向小組，期望幫助肢體成長。9 月曾佩雯姊妹獲聘

為教會幹事，伍芷筠姊妹轉職為青少年事工福音幹事，並進入

神學院修讀神學課程(部份時間)。 

 由於教會地方明顯不敷日常運用及星期日借用五樓有很多限

制，教會於年底決定探討租用多一個單位作小組、主日學及兒

童事工之用，並且嘗試尋找威特商業大廈內有沒有單位出租。 

 

2016 年： 感謝主，於年初透過地產公司覓得威特商業大廈 7A 單位放租，

教會隨即展開與弟兄姊妹分享借用 7A 之需要及鼓勵肢體額外

承擔有關費用。在不足一個月時間，籌務之金額已經超出原來

所定之目標。3 月份，教會決定租用 7A 單位，並於同年 4 月份

簽訂 4 年租約。5 月份教會正式使用該單位作為小組開組、主

日學及兒童事工之用。 

 

2017 年： 教會在第四次健康教會評估(NCD)的報告中顯示，在未來五年

中教會能到達 200 人的機會很高，而且在各項健康教會的指數

中也有不錯的表現，教會長執同工在感謝神的同時，亦決心積

極向 2020 年遠象努力邁進。 

 

2018 年： 本年度教會主題：「分堂崇拜創機遇，福音傳人獻果子」主力

發展福音工作，期望能推動肢體個人佈道之熱情，領人歸主。

全年共有 6 位慕道朋友接受洗禮，加入基督之身體。同年三月，

教會開展星期六黃昏堂崇拜，期望打做一個新朋友入口，經三

個月之成效檢討，明白肢體不一定以星期六黃昏堂作為首選，

帶領新朋友返教會，肢體多以自己返教會崇拜的時間邀請新朋

友。所以黃昏堂重新定位，建立較生活化的講道題目為主要信

息內容。同年五月，教會成為穆宣關顧小組，定期發放宣教士

訊息及宣教的情況，加强肢體宣教的理念；同時肢體亦透過教

會支持了兩個宣教士學生之生活津貼。同年九月為教會 35 週

年會慶，會慶主題：「傳•承•上帝恩」，這個主題亦成為 2019

年全年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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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本年度承接上年度福音工作之果效，全年受洗人數合共 7 位。

智庫團隊於本年 1 月 10 日正式成立，重點栽培年青領袖，鼓

勵年青肢體在不同層面為主發光發熱。另外，小組重整時間表

因社運影響一再拖延，期望 2020 年完成重整工作！這年教會

經歷「反修例事件」，肢體與肢體間及肢體與教會間明顯出現

嫌隙。雖然影響未及外間嚴重；但也有少數肢體萌生離開教會

的念頭及行動。受「反修例事件」影響，教會聚會曾經暫停及

取消，當中包括：黃昏堂崇拜及教會大旅行等。長執及教會領

袖明白這個問題必需正視，決定於 2020 年主力修補肢體間之

關係。 

 

在教會的歷史當中，我們曾經歷不同困難，個別事件甚至為教會帶來不少

的衝擊，部分弟兄姊妹因而離開教會。感謝信實的神仍與我們同在，在困難中

看見神的恩典，帶領教會繼續的發展；又賜下異象藍圖，讓我們更清楚目標及

方向。深信為我們創始成終的神，必然在往後的日子，帥領我們完成異象藍圖

中的使命，成為社區的燈臺，把人帶到神的面前。 

 

如果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然勞苦； 
如果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徒然警醒。 

(詩 1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