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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導堂的使命與異象 
 

使命: 讓萬民在信心旅程上得力 

異象: 基導堂是主愛點燃的家 

 

 

 

 

  

 

 

 

 

 

 



牧者的話 

 

弟兄姊妹們大家平安 : 

 

最近我們都在看啟示錄，特別在這個充滿動亂的時局裡為我們帶來更多

的提醒。 

 

約翰在啟示錄 13 章說到以大紅龍為首的三個獸，在末世的時候行了各

樣的異能，似乎在向人提出各樣的保證：一樣可以行異能、一樣能夠醫

治、一樣能夠看見各樣奇異的景象，不用面對危險，更重要的還會有經

濟物質金錢的祝福。 

 

但最大的引誘是：可以擁有這一切的同時，卻又可以如同獸一般，就算

褻瀆神，藐視神的聖潔公義也沒有關係，還是能夠得到各樣的好處 (啟

示錄 13:5-6)。所以很多人歡歡喜喜地接受了獸的印，敬拜著牠的一

切。而屬於神的人，離末世越近，也會受到更大的壓迫、反對與攻擊。

很多時候我們都不明白為甚麼全能的天父上帝會允許這一切邪惡的事情

發生，但啟示錄讓我們看見神允許這些災難出現，為的是要：(1) 顯出

祂對全地的憤怒；(2) 讓這個世界知道耶穌必定回來；(3) 讓所有不屬神

的人顯明出來；(4) 顯明出真正屬神的人。 

 

這個世界已經給了人很多承諾，讓人以為可以過著褻瀆神的生活，卻又

仍可以享受各樣好處。但另外一方面，還有一群人卻因為患難與災害，

反而更加堅定地守住自己對神的信任，直到主耶穌的時間來臨。 

 

弟兄姊妹們，靠著神的恩典我們走過了這個充滿風浪的 2020 年，縱然

這個世界一直想要引誘我們放棄對天父上帝的信任以及對主耶穌的專

注，但聖靈總是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刻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可以不隨流

失去。 

 

也請不要忘記，當約翰寫下了這一切時，他同時也提醒信徒的忍耐就在

於此 (啟示錄 13:10)。這個患難的環境不會阻止我們繼續帶著盼望，去

持守著一個聖潔與敬畏神的生活，也不會阻止我們彼此相愛的心，更也

不會停止我們禱告和事奉的手。在新的一年中，讓我們繼續同行。 

 

邀請你在這個混亂的時代中，一起在禱告中呼求神的憐憫。宣道會深信

禱告是我們基督徒最重要的工作，教會在明年開始舉行一個「守望者計



畫」，其中包含著各樣的禱告項目和對象。讓我們在這個堅固聖徒、彼

此相愛、互相扶持和期盼主恩的工作中一起有份。邀請你到教會網頁登

記參加。 

 

我們不知主來的日子在何時，但我們都期待著那一天，天使呈現在主耶

穌面前的那個金香爐中，都有你和我熱切的禱告。這也是我們少數幾樣

可以在最後的時刻帶到主耶穌前蒙悅納的禮物。讓我們一起來禱告吧！ 

 

張皓淳牧師 

 

 

 

家事分享 

1. 中文部「年終禱告會」將於 12 月 31 日(本週四) 晚上 8:00 舉行，讓

我們一起在神面前放下 2020 年的重擔，祈求我們靠著神的恩典，在

2021 年重新上路！ 

鼓勵弟兄姊妹們預留時間參加，透過禱告一起進入新的一年。 
 

• 年終禱告會連結：https://bit.ly/2J5looc 

• 大會編號：825 0818 4667 

• 大會密碼：1231 

 

2. 下主日（1 月 3 日）為聖餐主日，屆時牧師將會帶領弟兄姊妹們於

網上崇拜中領受聖餐。各人請先行在家中預備所需的餅和杯，一同

紀念主耶穌的恩典。 

3. 教會將會從 2021 年 1 月 1 日開始，在教會中文網頁中分享

「QHC 天父心」的視頻，分享當天讀經進度的經文背景以及生活

應用，透過每天簡短的介紹，盼望弟兄姊妹們在新的一年中，繼續

一起努力與神的話語同行。 

4. 2021 年是重建的一年，同時也是禱吿守望的一年，屬靈事工部鼓

勵弟兄姊妹們以個人或小組名義登記參與「守望者計劃」，為教會

的弟兄姊妹、事奉團隊和各項事工禱告守望。鼓勵弟兄姊妹在開始

時專心為其中一個項目禱告，願我們一起以禱告作為對神的回應。  
 

• 登記連結: https://bit.ly/3nsMoge 

 

https://bit.ly/2J5looc
https://bit.ly/3nsMoge


5. 由於疫情的緣故，教會2020年的奉獻收據將會以郵寄的方式寄送給弟

兄姊妹。請弟兄姊妹使用下方的連結，於12月31日或之前將您報稅時

使用的英文姓名及郵寄地址告知教會辦公室，以便完成寄發收據的工

作。 
 

• 登記連結: https://bit.ly/3qJGo4C 

 

同時也鼓勵弟兄姊妹們在神的恩典裡，繼續在奉獻上忠心，並完成年

初在神面前立下的信心承諾奉獻，持續支持及參與大使命的事工。 

6. 中文部及英文部兩堂崇拜於主日早上 10:00 同時於網上直播，請弟兄

姊妹按時登入，一同準時參與敬拜。 
 

中文崇拜網上直播連結如下：https://vimeo.com/event/189007 

7. 奉獻方法： 
 

i. 使用網上奉獻： 

• 教會現已設立網上奉獻功能，弟兄姊妹可到以於下面的網站奉

獻： https://tithe.ly/give?c=1284508 

• 每次網上奉獻 Tithely 都會收取轉帳服務費，鼓勵奉獻的弟兄姊

妹能承擔此項費用 

• 請在 Tithely 中開設一個帳戶，用於存儲你的付款資料和奉獻記錄 

• 請確認收款單位為 "Queens Herald Church, C&MA" 

• 銀行轉帳的費用比使用信用卡低 

• 切記使用你於報稅文件上的名字 

 ii. 郵寄支票： 

• 郵寄奉獻支票到教會，但切勿郵寄現金，郵寄地址如下： 

Queens Herald Church，C&MA 

65-15 164th Street，Fresh Meadows，NY 11365  

Attn: Church Treasurer 

 iii. 直接轉帳： 

• 若你持有Chase Bank 的戶口，你可以直接轉帳到教會的戶口 奉

獻，歡迎電郵至 treasurer@qhc.org了解有關詳情。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

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

至無處可容。」（瑪拉基書 3:10） 

https://bit.ly/3qJGo4C
https://vimeo.com/event/189007
https://tithe.ly/give?c=1284508:
mailto:treasurer@qhc.org


8. 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生命之道主辦之「使徒信經」最新網上課程如

下：  

 
(註：課程時間為香港時間，截止報名日期為1月6日。) 

 

 

代禱事項    

1. 感謝主讓更多慕道的朋友在「網上啟發聚會」決志信主，求主堅

固他們的心，並繼續使用此聚會。   

2. 求主保守教會事工的發展及方向，弟兄姊妹學習愛神愛人，彼此

合一同心向前行。 

3. 為英國及其鄰近國家的疫情能受控，求主供應它們各項的需要。 

4. 為紐約市及美國各州份的疫情，人民繼續遵守各項安全措施，求

主施恩及醫治。   

5. 為失業並因生活所需面臨困難的家庭，求主看顧。   

6. 為美國的前途禱告，求主賜下平安及保護。 

7. 為弟兄姊妹喜愛讀經和禱告親近神的心代禱。 

8. 為近日因身體患病的弟兄姊妹及家人代禱，求主醫治。 

 

 

 

 

 

 



 

教會資訊 

主任牧師: 

中文牧師: 

國語事工: 

江育文牧師 

胡伯緯牧師  

張皓淳牧師 

姊妹事工: 

兒童事工: 

青年事工: 

林向群傳道(義務) 

黃英發傳道 

吳家晞姊妹 

 

基導堂網上聚會 

** 此網上聚會需要密碼登入，請電郵至officeadmin@qhc.org索取。 

 

主日學 

 

 

國粵語聯合崇拜 

主日早上 10:00 

https://chinese.qhc.org 

 

英文主日崇拜 

主日早上 10:00 

https://english.qhc.org 

兒童主日崇拜 

主日早上 11:30 

https://us02web.zoom.us/j/

83953515298 

早晨祈禱會 

每天早上 8:00 

https://zoom.us/j/358187170 

Meeting ID: 358 187 170 ** 

(請於早上 7:45 登入) 

星期二祈禱會 

逢星期二晚 7:45 

https://zoom.us/j/358187170 

Meeting ID: 358 187 170 ** 

(請於晚上 7:15 登入) 

粵語部主日學 

逢星期六早上 

9:30「一步一步學舊約」 

11:00「教會歷史知多 D 」 

請聯絡林向群傳道gracelamchui@gmail.com 

國語部主日學 

逢星期日上午  
11:30 - 1:00「新生命」 
請聯絡張皓淳牧師 hao@qhc.org  
 

逢星期日下午  
3:30 - 4:30「認識羅馬書」 
請聯絡傅強弟兄 iamjohnfu@gmail.com 

https://chinese.qhc.org/
https://english.qhc.org/
https://us02web.zoom.us/j/83953515298
https://us02web.zoom.us/j/83953515298
https://zoom.us/j/358187170
https://zoom.us/j/358187170
mailto:gracelamchui@gmail.com
mailto:hao@qhc.org
mailto:iamjohnfu@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