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宣道會的起源及發展                                  

 
光陰易逝，轉眼間，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後稱本會)成立已屆七十週年，可喜可賀，實在

感恩不盡。願頌讚榮耀歸與  神！現將本會成立與發展的經過詳細記下，以示後來者。 

 

一、 與美國宣道會的淵源﹕ 

 
宣道會創辦人宣信博士 (Dr. A. B. Simpson) 按照神所給異像的亮光和啟示，於 1887 年創辦宣道

會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總機構設於紐約。宣信博士曾聲明﹕「宣道會最主要的使命，

並非宣傳特別的道理，乃是把天國的福音傳遍未有教會的地方，拯救人的靈魂。宣道會必須盡心竭力

把福音傳遍，這是本會最主要的工作及目標啊！」 

 

1876 年， 神向宣信顯現一個往普世傳遍福音的異象，宣信心受聖靈感動，願接受差遣。數年後，

他立志往外國傳道的事，仍無法進行。直至 1892 年，他才到廣州及廣西考察；次年到湖北、安徽及其

他省份巡視。回國後，差派李大衛牧師擔任宣道會東亞地區總監，總會設於中國安徽省的蕪湖，拓展

中國及東南亞地區的福音遍傳事工。基於宣道會的使命，是把天國的福音傳遍未有教會的地方，在一

個世紀前，中國治岸城市，已有不少差會建立了教會，而較內陸的廣西仍是未有宣教的工作，因此宣

道會便在廣西積極開展佈道工作，在各縣、各城建立起宣道會的教會。1899 年，建道學堂成立於廣西

梧州，乃宣道會在各宣教區中最早成立的聖經學校，即今日之建道神學院，直至 1949 年才遷移到香港

長洲。 

 

二、 塘宣的開荒期﹕ 

 
宣道差會的宗旨，乃是到未聞福音的地方去工作。宣道會的宣教士在 20 世紀 30 年代來到香港，

當時已有多間教會在此做傳道的工作，因此宣教士便進到中國內地去發展。傳教初期內地的生活及環

境十分惡劣，不適合西教士的兒女居留，因此差會安排他們留在香港生活及接受教育，派貝光道牧師

加以照顧。貝牧師不但救靈傳道心切，同時關注到西教士子女靈性的需要及敬拜的生活，擬就近巴芬

道居所開設福音堂，卻未成事。一日路經九龍塘金巴倫道 25 號，見車房門口貼上招租紙，乃按鈴詢問。

剛巧業主乃是基督徒，知悉貝牧師意欲租用車房為開設福音堂之用，即折半收取租金港幣二十元。修

葺後，掛上「廣西宣道會香港分堂福音堂」的中英文名牌，定於 1940 年 12 月 1 日開始聚會，堂內座

位約四十餘。有了基址，貝牧師即展開工作，首先到伯特利神學院，請院長派五位同學來幫助工作，

並請宋彼得負責中文堂講道，稍後聘他作長期性義工，每月給他車費 16 元。 

 
1941 年冬，香港被日軍佔領，貝牧師被囚於集中營，稍後美日易俘，他便返回美國，教會的工作

由宋彼得維持。 

 

香港淪陷期間，港九百多間教會全由日軍管理，不能公開聚會。1942 年 1 月 18 日，傳道宋彼得、

丘育靈和鄭錫壽、徐澤林兩位執事，約見日軍警備佐藤隊長，商議教會聚會事宜，結果獲頒授許可證，

教會可以舉行主日崇拜。1 月 25 日恢復主日崇拜，該日收得獻金 2 元 6 角 7 分，此乃本會華人自理自

立的經費基金。 

 
稍後，宋彼得因半年前已接納循約長老自理會的邀請，需要離港返回內地工作。教會乃聘請丘育

靈先生正式成為本會第一位受職的傳道同工。在香港淪陷期間傳道人沒有固定薪金，值理李文華先生

及陳鄭潤田夫人，每日拿布袋及油樽，到九龍塘的各基督徒家中求助，每月籌得二十二斤米及食油一

斤，供給傳道人生活所需。當年每斤食米 300 元，食油每斤 1000 元，許多基督徒生活艱困。當年教會

有十位值理，即組織慈惠會，籌集衣物出售，將金錢購買糧食，分給教會的各貧苦會友，每人每日配

得糧食 6 両 4 錢。 

 

由於教會可以公開主日崇拜，遠近基督徒知悉後，都踴躍來此聚會，因此人數大增；不但車房擠



滿，許多信徒更要站到門外馬路上。稍後承蒙九龍塘學校借出校舍聚會，繼續發展聖工。1942 年公爵

街「九龍塘談道所」的元老，何星濤、鄭幹生、關心焉、關心民等諸位，願將他們於 1925年成立的談

道所歸併本會「塘宣」，並將全部傢俱送贈，顯出他們的愛心及善意。 

 

1948 年秋，同工除了丘育靈先生外，還有朱建磯先生。1949 年聘彭惠華為女傳道，1953 年西教

士白德三牧師介紹黎福華先生加入為傳道。當時同工人數增加，會眾人數不少，極需要地方作辦公室、

傳道人宿舍、祈禱會、婦女部並各團契聚會之用，而新堂仍在籌建之中，未能解燃眉之急。1949 年承

蒙九龍塘學校校董准許，教會便在校園北端興建「葡萄園」，盼望此園子榮神益人，蒙主使用。當年執

事會主席梅澤生，特別在地盤監督建造。屋內結構有四房一大廳，另有廚房浴室，屋外有小園地，十

分實用。教會各團契及各部聚會、詩班練詩、執事會等，均可在園內大廳舉行。而教會同工一同在這

園內起居工作，直到遷入新堂。 

 

三、 教會的成立及會章的制定﹕ 
 
  

1945 年 8 月，香港重光，翌年 4 月，貝牧師由美國返港，知悉教會這數年來聖工進展良好。他在

執事會聯同西差會主席陳法言牧師 (Rev. Walter H. Oldfield) ，建議教會繼續戰時「自立、自養、自傳」

的精神發展聖工，這是他倆與美國宣道總會諸公的厚望。繼由楊景衢醫生致答詞，正式建議接納兩位

牧者的盛意，眾皆贊成。這是「塘宣」正式「自立、自養、自傳」的開端。 

 

至於本會名稱由來，在淪陷時期，本會因屬初創，故擬訂會章的工作便邀請播道會羅嘯川牧師及

其他牧者協助，以播道會會章為藍本。至於本會定名，當初有人建議用感恩堂，但有人認為九龍塘感

恩堂聽起來不太悅耳，有人認為我們不是小群組織，應採用一個宗派的教會，經過詳細討論之後，決

定定名為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九龍塘表示我們教會的地區性，基督教表示世界性，中華表示華

人的三自：自立、自養、自傳。宣道會表示追溯本會的起源出自宣道會，以廣西宣道會香港分堂為前

身，華人三自政策顯示本會的獨立性，不隸屬美國宣道西差會。 

 
本會因申請堂址屢經挫折，後在 1950 年得張維豐先生(當時任教育署高級視學官)獻議，先行向政

府申請領地辦學，再進行建堂。政府亦提示教會首先註冊成為一個法團，於是「塘宣」便委託孖士打

律師樓進行辦理，同年 5 月經由立法局特別立例准許本會取得法人地位。本會正式定名為「香港九龍

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本會會章最後的修訂是於 1955 年 5 月 15 日經長老團及執事會通過接納，並於 1955 年 6 月 19 日

由全體會眾表決通過。 

 

四、 籌建聖堂﹕ 

 
1946 年 4 月，本會執事會通過籌建聖堂計劃，即席提選全體長執及會眾五十五人作為委員，共同

負責籌建事工，並發展募捐運動，分隊出發籌款及置地等重要工作。豈料申請堂址事為香港政府所阻，

不能順利進行。建堂期間(1946-54)，在李文華伉儷家召開建堂會議百多次。至 1950 年始得政府批准

現今堂址。 

 

九龍塘學校葉不秋校長對本會建聖堂事工，關懷備至，於 1952 年 7 月中旬，領導全校員生，在培

正中學禮堂演出《金風剪玉衣》三幕古裝舞台劇，為教會籌得一萬四千餘元建堂款項。 

 
高級少年團為響應教會建堂籌款，假座九龍城浸信會（當年該會在士他令道）舉行兩次音樂會籌

款會，為教會建堂籌得三萬一千三百七十五元。美國宣道會於 1946 年亦捐助建堂費五千美元。 

 

本會申請建堂用地，選址幾經周折，最後獲批座落於窩打老道與蘭開夏道交界的現址。本會原獲

政府批地 41,250 平方呎，每方呎平均地價為 4.4 元，建築費應不少於 50 萬元。惟教會當時能力有限，



申請遂減為 11,250 平方呎，地價減為每平方呎 3.5 元，籌建費亦減為 15 萬元。1953 年 4 月 27 日辦

理交易條款。 

 

教會定於 1954 年 1 月 31 日，在建堂新址舉行動土禮。1954 年 5 月 30 日，舉行奠基禮，於地基

中放置與本會有關資料的文物囊。同年新堂順利建築完成，建委會乃定於同年 11 月 6 日下午 3 時舉行

新堂獻堂禮。但當日上午狂風暴雨，車船停頓，長執會友在教會同心敬虔禱告後，蒙 神應允施恩。下

午，風雨稍停，車船恢復行駛，獻堂禮得以如期舉行，赴會人數約三百人。感謝讚美主，榮耀歸給 神。 

 

五、辦學傳福音 

  
本會在籌建聖堂期間，已有藉着辦學傳福音的異象。1953 年春，獲政府撥出新堂後面空地 11,000

餘方呎以興建學校，1955 年 5 月 22 日舉行動土禮，7 月 30 日舉行奠基禮，工程於 11 月初始告竣，

學校定名「宣道小學」。1960 年秋，開辦宣道夜校，收容鄰近模範村失學兒童。1966 年秋，由於本會

設立的屬校如上水宣道小學、大坑東宣道小學等，校名均附加地區名稱，因此將宣道小學重新定名為

「九龍塘宣道小學」，夜校定名為「九龍塘宣道夜校」。 

 
    1960 年，因本港鄉郊地區人口急增，本會開展了福音車佈道事工。參與事工的骨幹為高級少年團

的團友，每週末乘福音車到九龍、新界如調景嶺、上水等地露天佈道，頗受居民歡迎。因着辦學傳福

音的使命，本會每開辦一所學校就會開設一間分堂，目的讓該校的家長、學生或該區居民有得聞福音

的機會，成為該堂會的會友。 

                                                                                                                                                                                                                                                                                           

 隨後之五十年，本會先後開辦多間幼稚園及中、小學。1959 年開辦宣道幼稚園，1961 年開辦上

水宣道小學，1965 年開辦大坑東宣道小學及宣道中學，1980 年開辦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1984 年

開辦宣道會鄭榮之中學及宣道會陳元喜小學，1992 年開辦宣道會劉平齋紀念國際學校，1993 年開辦

宣道會陳李詠貞紀念幼稚園，1997 年開辦黃埔宣道小學及宣道會秀茂坪陳李詠貞幼稚園(2005 年同址

開辦幼兒園)，1998 年開辦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1999 年開辦宣道會雷蔡群樂幼稚園，2001 年開

辦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2007 年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下午校與台山商會黃達道紀念學校合併成為宣道

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另一方面，先後於 1963 年及 64 年開辦的宣道會第一天台小學、第二天台小學，1970 年開辦的宣

道會工業管理專科夜校，因著社會發展或各種因素，先後停辦。而 1971 年開辦的石籬宣道小學亦因地

區重建而需要遷往黃埔，在 1997 年於黃埔宣道小學內繼續這校的辦學使命。至於石籬宣道小學內的石

籬堂，便遷到石籬商場內的閱覽室，繼續發展教會工作。 

 

同年的南山村閱覽室亦因使用率下降，南山堂便結束，堂會眾弟兄姊妹憑著信心，毅然與母會及四

間堂會︰大坑東堂、宣中堂、石籬堂及竹園堂，聯手發展黃埔區的福音事工，一起在黃埔宣道小學內

重新植堂，取名「黃埔聯福堂」。 

 

因着教育需求不斷改變，舊有的宣小校舍設施未能應付教學要求，執事會在 1996 年決定將九龍塘

宣道小學舊校拆卸，並在原址重建一所現代化的校舍，以配合學校及教會的需求。舊校舍在 1998 年 6

月 24 日開始拆卸，在這段期間我們雖然遇到不少困難和障礙，但同時卻經歷神豐富的恩典和供應。終

在 2002 年 8 月 13 日從承建商接收整座完成的校舍。教會使用地下及地庫，宣道幼稚園使用一樓及二

樓，而九龍塘宣道小學則使用三樓至八樓。我們一同以感謝的心將這座建築物獻給神。 

 
在舊校舍拆卸期間，「塘宣」需要借用劉平齋國際學校聚會，但地方仍是不敷應用，當時以英語聚

會的肢體便遷往黃埔宣道小學，與黃埔聯福堂共同使用學校，發展教會，到 2005 年正式成為分堂，取

名為 Alliance International Church（國際堂）。 

 
目前中華宣道會母堂及分堂，共有 23 間堂會，除了 4 間分堂設於閱覽室內、1 間分堂設於商業廈、



及 1 間分堂是租用神託會的馬可賓中學外，其他 16 間分堂皆設於本會所開辦的學校內。現時本會每週

六及週日的聚會人數，合共超過 5000 人，每年受浸及轉會的新會友，超過 300 人。願  神將得救的人

數，繼續加給各堂會。(另有文章介紹本會植堂事工) 

 

六、福音遍傳海外： 

 
 本會一直致力推動差傳的事工，於 1964 年 6 月差派黃可順先生前往馬來西亞吉隆坡，協助基督徒

聚會所傳福音工作，成為本會第一位宣教士。1966 年差派張惠蘭姑娘往馬來西亞為宣教士，1967 年

差派廖振勝傳道往馬來西亞為宣教士，1970 年差派葉白華傳道往馬來西亞為宣教士。1973 年與香港

宣道會區聯會合組香港中華宣道會海外佈道會，差派宣教士往泰國、柬埔寨、印尼、緬甸、英國、法

國、非洲及中國等地宣教。1995 年 7 月 1 日「中華宣道會海外佈道會」改組，宣道會區聯會與本會各

自發展差傳事工。 

 

1995 年下半年，本會成立「差傳部」，訂定部章，繼續推動差傳大使命，先從中國福音事工開始，

再拓展及海外的宣教，助建學校、支持神學教育及關懷社會等工作。經過十年的探索和發展，於 2006

年 3 月 12 日舉辦全宗派首次的聯堂差傳主日崇拜及差會成立慶典，正式成立「環球宣愛協會」Alliance 

Global Serve (AGS)，集中中華宣道會 23 間堂會的力量，繼續推動國內、外之跨文化差傳事工。（另

有文章介紹本會差傳事工） 

  

七、醫院佈道事工： 

 

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塘宣婦女部的姊妹在禱告中受感動，希望能在醫院裡向病人傳福音。有

了異象及負擔後，開始奉獻金錢和時間，由本堂向外佈道部成立「醫院佈道小組」，得到王力耘牧師帶

領，長執同工、義工們共同合作，仰望神的引領，擴展傳福音的禾場。首先在黃竹坑的南塱醫院及九

龍醫院開展工作。 

 

南塱醫院主要是收容癌症的病人，每逢周六的下午，牧師、傳道、義工，長途跋涉到病房邀請病

人，推輪椅來到聚會的地方，向病人傳講福音，使末期絕望的病人有機會接受救恩，決志歸信基督，

得到永生的福氣。南塱醫院的事工直到九十年代後期，醫院有了自己的院牧，塘宣的工作才告一段落。 

 

九龍醫院是一間龐大的綜合性療養醫院，不斷有不同病科的新病人轉介到此療養。院牧事工在院

內有崇拜、講道和佈道會，義工會到病房探訪談道及派單張。若有決志的病人，院牧會即時去為他施

行水禮。若有病癒者出院，就聯絡轉介到母會或病者附近的教會去跟進和栽培，以適應教會的生活。

在 2007 年，為支援沙田醫院的院牧事工，本會差派高家餘院牧到沙田醫院事奉。 

 

結語 

  
 中華宣道會踏入 70 週年之際，正面對許多發展上的挑戰︰ 

(一) 上水宣道小學舊址，經向政府補地價約 4500 萬元後，正在籌建一座有禮拜堂及多個辦公室的綜合

 大樓，工程費用預算 1 億港元。 

(二) 2009 年 8 月教育局批出本會承辦一間私立國際學校，位於荔枝角琼林街，面積達 21,500 平方米，

 工程費達 5 億元，現正在籌劃當中，預計 2015 年可以啟用。 

(三) 不少堂會均面對會眾增加，聚會地方不敷應用，急需尋求出路。 

(四) 中華宣道會的各堂會已開展不同類形的外展福音事工，以貼合時代的需要，我們如何改革自已的

 宗派，讓多元化的福音工作得以擴展，這需要我們有無比的勇氣，在聖靈引導下，為主再創新的

 里程。 

 

 求神繼續賜福給塘宣，賜更多的力量和智慧給教牧團隊，祝福塘宣各位長執及弟兄姊妹更能盡心、



盡性、盡力，愛主愛人，努力傳揚福音，培育更多神的子民，為主發光，將福音傳遍天下。願塘宣在

未來新的七十年能經歷神更大的恩典。 

 
 
 

註﹕本文以六十週年紀念特刊為藍本，並由黎福華、陳世昌長老、葉大山、梁偉材牧師、陳華昌牧師

等提供補充資料，由特刊編委會加以整理，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