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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曜昕教育領袖參觀觀塘單位並求問神，決定憑信心為曜昕
教育及KCKC申請此處作為場地。 8月31日孵化箱同工參觀觀塘單
位，敬拜祈禱宣告並先知性吹號及揮舞旌旗。

9月29日神國大業籌款小組第一次會議，KFC群體領袖展示了信心
和承擔。  

2008年神差遣我們建立了孵化箱事工。

2009年，在神國擴展特會中，聖靈釋放了一個真理和行真理的勇
氣，讓每一個門徒都可以遵從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去使萬民作
主門徒，奉主的名為他們施洗。自此以後，我們領受主的托負，釋放
主的兒女脫離宗教的靈的蒙敝和轄制，得著自由，跟隨主的腳蹤，
建立神的國度。

在2012年建立國度家庭教會，在2014年為了培育國度的下一代而
成立了曜昕教育中心。從2008至2015年這7年間，聖靈孵化陶造我
們的生命和事工信念，與祂所交託的使命對齊。

在2016年9月，先知恰克‧皮爾斯Chuck Pierce到了香港和台灣舉行
了特會，發出了預言，讓我們對神託付給孵化箱事工的使命有更清
晰的領受。

以斯拉記的歷史記錄表明了一個屬靈的秩序：建殿，然後建聖民，
然後建聖城。

我們領受神把孵化箱事工放置在一個策略性的位置，就是建殿，建
聖民和建香港這城，讓神的國度降臨在香港，在地如同在天。神差
遣我們去認出、擁抱、挑戰、更新、加力，和差遣神國度的戰士們，

不再是在宗教山頭上的運作，而是
差遣職場的弟兄姊妹得著他們職場
的城門。

2016年7月我們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地
方，之後全體同工祈禱領受，同意撤
離友邦九龍金融中心 (AIA) 701室。 

搬遷

介紹孵化箱事工新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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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負責同工向業主議價，感謝主！
結果11月23日業主同意以該價出租！12
月26日在Transformers律師弟兄簽署
和領袖們見證下，馬牧師在租約上簽
名，並以董事身份承擔一切租賃上的金
錢責任。

我們決定把孵化箱事工、國度家庭教會
和曜昕教育匯合在一起，成為一個新的
戰略性基地。2017年2月我們成功簽約
並取得鎖匙，開始進行裝修工程。在這短短5個月的過程中實在見
證著神帶領的信實和權柄。榮耀歸於我們的主，哈利路亞！

搬遷

孵化箱事工 
http://www.anhop.asia
新址：  香港 九龍 偉業街 182 號 觀塘碼頭廣場 2 樓 201 室

曜昕教育 
http://borntoshine.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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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箱事工按著以賽亞書對以色列和中東的應許，啟動了為期一年的幹道19宣教旅程：

19:23	 當那日，必有從埃及通亞述去的大道。亞述人要進入埃及，埃及人也進入亞述；埃及人	
	 要與亞述人一同敬拜耶和華。	
19:24		 當那日，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三國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	
19:25		 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賜福給他們，說：「埃及—我的百姓，亞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	
	 —我的產業，都有福了！」（賽）

這一年我們有6隊幹道19的短宣隊，每隊約8-14人參與這旅程。感謝主，在加利利為我們預備一
棟美麗的房子，可以在那裡生活和敬拜禱告！連同跨代同行（FG）暑假學習的短宣隊，我們超過
70人參與這祝福以色列和中東的旅程！

我們每隊成為一家人，住在一起，在以色列成為流動禱告殿，在屋裡不斷敬拜祈禱。也按著神的
感動，去到外面，為以色列土地和包圍以色列的中東國家禱告！感謝主！主常常給我們天上的異
象，作為祂喜悅的明證！

我們這一年，每隊短宣隊都建立在前一隊的根基上，也建立在後方香港同工和弟兄姊妹的支持
上（金錢奉獻、禱告、實質服侍），我們成為一個團隊、帶著一個心志、完成一個旅程。我們在以
色列擁抱了國度、建立了家庭、活出了教會！

以色列宣教旅程
	一年以色列敬拜祈禱宣教源起

2016年3月1日 - 2017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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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1
葉頌華、何耀輝、何芑放、何號聲及何定臨一家、諸碩言、曾耀基、陳秀春及曾崇欣一家、盧惠嫻、陳頌匡

第一隊幹道19短宣隊
2016年3月1日 - 5月17日

何等榮幸，我們可以成為整年短宣隊的第一隊！出發
前，我們明確知道作為第一隊，當然是為後來的隊伍
開路、預備地方……當真實到了以色列，開始生活，
開始每日的祈禱敬拜時，天父再次提醒，我們是被祂
揀選成為第一隊，在衪所心愛的地土，以禱告敬拜和
切實與家人同行相愛來為祂預備安息之所，這才是最
大的榮幸。

每天禱告敬拜中，天父都跟我們分享祂的心。其中最
特別，祂將詩133 放在我們隊中：「看哪，弟兄和睦同
居 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 
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
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
福，就是永遠的生命。」詩133 成為了我們的主旨，我
們每天盡力活出這話語。不但如此，天父更感動我們
按這詩篇作個先知性行動， 到以色列北部黑門山山
腳瀑布取水，帶到耶路撒冷，倒在錫安山。我們相信
這行動將拉近以撒與以實瑪利後裔的距離，將有一
天，我們會同證他們會牽著華人的手，一同走在這幹
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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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隊幹道19短宣隊
2016年5月11日 - 7月30日

記得第二隊出發前領受，我們2A和2B隊在未來兩個
多月就好像要燉一煲「愛的濃湯」！果然，我們在不
同事件中體驗這濃郁的愛！包括2A隊在5月25日，當
我們隊伍第一次與當地信主猶太人一起敬拜禱告時，
傳來好消息！信主猶太人歷史性首次可以公開在其中
一份以色列報紙「耶路撒冷時報」分享「我仍是猶太
人」這立場並列出理據去舉證！他們認為是因爲我們
（代表華人），願意與他們屬靈上站立才有此突破！

另外2B隊領隊在抵達後第二個星期，突然收到他在
港媽媽身體危急的消息，整隊人為他和他的媽媽爭戰
祈禱，當時我們身在耶路撒冷也來不及回加利利收拾
行李，便立即送他一家到機場！奇妙的是他在過去兩
星期領受了一首新歌「履海」，歌詞提到好像彼得「往
深海踏出去，放低一切顧慮，原來在愛中沒有恐懼」！
這首歌好像是天父為他預備如何去面對這件突發事
件，天父也藉此叫他拿起作為家中大兒子的權柄，並
贖回他小時的遺憾！

TEAM 2
王大維、黃佩珊、王宣昕一家、李俊霆、鄭雅儒、李曉喚及李依雅一家、陳雅媛、傅茜詩、麥尤美、林倩薇、許曦文、李顯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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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隊幹道19短宣隊
2016年7月25日 - 9月25日

我們第三隊短宣隊Team 3一行13人（10名大人及3名
小孩），7月出發，9月回程，經歷了以色列的盛夏，一
個沒有任何節期的時段，一個連麥田都已收割剩下枯
草的炎熱季節。

我們除了經歷在加利利的房子敬拜祈禱，亦去了耶路
撒冷兩個禱告殿（City of David和Succat Hallel），但
若論到最深刻的，離不開體會何謂「家人關係」。

這幾個星期的共同生活，同一屋簷下，見證自己與別
人的所有真實，真實的同行，一同經歷甜蜜與苦澀；
一同經歷衝突與面質；一同經歷破碎與復還。透過這
些經歷，讓我們對「家人同行」有更深更廣的理解。
有人說過：「如果一齊去完旅行仲可以繼續做到朋
友，就係真朋友」；我就覺得「若果一齊生活完都仲
做到家人，就係真家人啦」！

教會是一個祈禱殿（House of Prayer），House is 
family（俗語：屋企就是家），當我們一個屬靈的家庭
走在一起敬拜禱告，就是神的家、神的殿了。中東的
問題，其實是家庭糾紛問題。而我們所經歷的，相信
在屬靈層面上帶來突破。種子撒下了，並且要死去，
就會結出很多果子；我們的死便成就了神國神家的生
命。幹道19（Highway19），到那日，三國會一律，同
歸一個家中，去敬拜讚美同一位父。我們所作的，已
埋在泥土裡，我們的眼，已看到收割的日子，正如我
們的肉眼看見麥田已被收割一樣。

感謝主在這數個星期的旅程，把一份強烈的愛
（Strong Love）放在我們當中，核心就是無論怎樣，
我們都定意「選擇去愛」，這種治死自己的選擇，成為
了末後得勝的最強武器。

TEAM 3
孫健明、黎惠森、孫以心一家、潘永康、陳嘉英、潘天羽及潘天言一家、鄭富杰、吳允淇、林詠文、王詠珊、郭秀兒、沈佩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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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代同行(FG)暑期短宣
2016年7月18日 - 8月10日

2016年7月，我們這群服侍下一代的FG 短宣隊，在三
個星期內，從以色列的南部曠野（Arad），經過中心
的耶路撒冷，去到北部的加利利。

旅程中我們在寂靜的曠野與神親近，緊密的相處開始
顯露各自的執着。之後到耶路撒冷又因著當地不同宗
教的屬靈混雜而遇到更多的試探，關係出現衝突和緊
張。但最後在天開了(open heaven) 的加利利，在聖
靈和家的安全氛圍裡重新建立比過往更真實更透明
的家人關係。

整個旅程就好像路加福音四章記載耶穌受洗後被聖
靈充滿，在曠野和耶路撒冷受魔鬼的試探。勝過三次
試探的耶穌滿有聖靈的能力，回到加利利開始傳天
國的福音。

行程中最讓我們銘記於心的，就是在金門尋找種子的
過程。我們親身踏足耶路撒冷聖殿山的東門(金門)，
尋找三年前在當地所作先知性行動時放下種子的地
方。當我們周圍找尋那地方時，神奇妙的帶領，讓我
們發現了一個石躉，上面有一個用小石堆砌成的笑哈
哈圖案，從放種子的家人口中得知，那石躉位置旁的
樹就是三年前她放下種子的地方！

更讓我們驚訝的是，當我們數點石頭的數目時，竟 
發現正正就是我們那刻短宣隊的人數！我們深信神
以這個先知性的記號向我們說話，告訴我們祂喜悅
我們 ! 祂喜悅我們祝福以色列及預備下一代迎接主再

來的異象。神用這個記號鼓勵我們繼續持守下去！

我們非常感動，且進一步作了先知性的回應和宣告，
在那地同心澆水，再一次定意委身，決不會放棄預備
下一代的異象，要為主培育像但以理生命的一代。我
們更發預言 : 預言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
將會一起在耶路撤冷同心迎接主再來！

我們FG團隊經歷的三星期，實在是為神國擴展奠定
了新的根基！

馬冼嘉明、馬証暄、馬文藻、潘慧珊、黎盧智殷、黎賜慧、林鳯媚、彭苑琳、梁廖碧玲、符靜怡、曾陳秀春、陳曉婷、
曾諾恒、呂倩欣、嚴黃雅儀、陳奕培、馮陳月玲、馮樂晴、吳祉正、嚴彩明、黃嘉麗、陳翠玉、黃慶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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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隊幹道19短宣隊
2016年9月8日 - 11月21日

感謝主，我們是第四隊短宣隊（9 – 11月），有了前三
隊打穩基礎，建立了非常美好的鄰舍關係，我們順利
接軌，可以在上面繼續建造！9至11月的確是恩寵的日
子，以色列開始進入初秋，又充滿令人期待的猶太節期
（猶太新年、贖罪日、住棚節），再加上耶路撒冷的全
球回家聚集，我們靈裡真是豐豐富富！

來到以色列，當住下來的時候，其中一種最深刻的經
歷，就是感到這裡真是「神的殿」、「天的門」，耶和
華真在這裡，我們竟不知道！以色列真是神揀選的、
世界的中心、祝福的源頭！甚至天使在這裡聚集，等
候被差遣到全地去守護聖徒和列國！所以在以色列發
出的敬拜禱告，將影響列國進入命定！

幹道19慶典的主題是「這一年，我們在以色列，擁抱
了國度，建立了家庭，活出了教會」這是真的！第四隊
短宣隊員，不只擁抱了以色列，也擁抱了土耳其！當土
耳其機場爆炸，去到土耳其政變，我們仍堅持在伊斯
坦堡過境，為這國家祝福！也接待了幾位土耳其女宣
教士，與她們一同上他泊山宣告興起底波拉一代，和
在戈蘭高地為敘利亞祈禱！同一時間，她們在士每那
教會的主任牧師被捕，我們與她們站立，這些都是深
刻的國度經驗！

感謝主！完成第四隊短宣，我們家人關係並沒有完
結，11個人由各家不太熟絡，到和睦同居兩個月，由
11個人去變成12個人回來（慶文、嘉寶在以色列懷

TEAM 4
周艷玲、黃珈霖、黎明慧、謝志琪、黃嘉寶、鄭慶文、洪恩浩、吳杏美及洪思薺一家、李燕貞、林瑞芳

孕了）到今日仍彼此相愛扶持，這份恩典實在太美麗
了！盼望我們再出發，再在列國為神建立國度家庭 
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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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隊幹道19短宣隊
2016年11月17日 - 12月15日

超過所想所求	
Transformers在急促的幾星期內組成了一支九人短
宣隊踏上幹道19的道路。這支雜牌軍短宣隊，經歷了
超濃縮的三周旅程！

熱情的款待   當地的居民對我們一群陌生人熱情的
款待及幫助，溶化了我們對以色列文化及當地適應
的憂慮。在當地和信彌賽亞的猶太人一起守安息日
Sabbath，讓我們多些近距離認識我們的長兄─以
色列！ 

眷顧的天父	  在加利利我們禱告求雨，翌日醒來就看
到雨已濕透了這乾旱的大地。在約旦河及加利利湖
接口處祝福生命河的水流入，領受華人要來加利利敬
拜，不久就有華人忽然來到和我們一起敬拜。還有很
多偶然的遇上，令我們體會到在神的時間裡行事是奇
妙可畏。

喜樂的服事   家裡的弟兄們能出廳堂帶琴與爐，又能
入廚房，連剛新婚的夫婦未入過廚房的也煮上幾味，
大家創意無限！當然少不了當中的一位媽媽大廚，我
們也學包北京餃子！因語言的障礙有時鬧出不少笑
話，但有弟兄學過希伯來語幫助不少。

驚喜的到訪   馬浩心和王耀臨 David 的探訪讓我
們在加利利湖上感受主和門徒坐在船上的感覺！ 
Kingdom群體的Sam、Stefanie 和Sophia的探望為
我們靈裏加油！在當地跟居民及華人訪客一起敬拜，

TEAM 5
汪珮華、米輝波、傅茜詩、劉祖銘、李婉玲、吳錦波、莊明莉、蔡思灝、馬潔芸

讓我們經歷到強烈神的臨在，天門打開，剎那間窺探
天堂的榮耀。

這次旅程像神的手在我們心中印了一個烙印，我們熱
切的期盼外邦人和猶太人一起來敬拜得勝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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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隊幹道19短宣隊
2016年12月12 日 - 2017年2月28日

幹道19第六隊短宣隊的確是一個恩典的組合，我們
沒有太多的時間作預備，只有一兩次的相聚就要出
發。甚至有兩位隊員是在隊長出發後才正式入伍，但
在整個旅程中我們相處不但融洽，並且滿有喜樂。相
信這正是神的應許，這旅程將是一個甜蜜的旅程。

我們沒有太多行程的計劃，但神確給我們很大的驚
喜。神感動我們根據創世記13：13-17，亞伯拉罕走遍
迦南全地的路線，去到以色列的四極（北、南、東、西）
，向列國宣告神的同在、祝福和政權臨到列國，最後
我們還在情人節去到世界的中心耶路撒冷，將我們的
愛情獻給耶穌。

在神聖的安排中，我們還去到希伯崙 － 神感動整個
「幹道19」的地方。之前很多隊都想到這個地方，但
也去不成，今次神帶我們回到那裡，好像是一個旅程
的完結，但我們相信這也是一個新的旅程的開始！

TEAM 6
何耀輝、何芑放、何號聲及何定臨一家、吳珍偉、余玉蓮、陳偉程、白皓恩、符靜怡、譚雅媛、莊葆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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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提到「一個新人」（猶太家人和外邦家人藉著耶穌合而為
一，成就了和睦）2016-17這一年我們在以色列加利利的宣教生活，
體驗了與當地鄰居和睦同居的甜蜜，請看看他們的分享：

香港宣教士鄰居：
香港團隊來令我很震驚，因為你們來到，不是做些什麼，你們
真的謙卑進入神的同在。你們知道來到這地方，先領受一個新
生命，然後才有新生活，再講新使命，你們來領受兒子的心！ 
你們實在轉化了這房子，（這房子）我第一日去和最後一日去，
經過幾個團隊之後，是不同的！你們敬拜轉化了這房子，轉化 
整個加利利的屬靈氣氛，不要輕看你們所做的，這是我最深的
感受。謝謝你們來，不是來大展拳腳，你們來到有真正謙卑， 
進入神同在裡，轉化這土地。記得以色列有我們家等著你們過
來的！

猶太鄰居：
因我看見靈裡的事，當你們在屋裏敬拜禱告的時候，我見到有
無數箭頭一樣的光從屋裏射出去，不只去到你們的村莊，而是
去到整個以色列！

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你們看似普通人一樣，但你們所做的事，
在靈界裡面，是一束束大能的光線從你們射出去整個國家。

因你們被委派在這裡，你們該在這裡，你們該繼續回來，因為
神正隱藏地把我們 （猶太人和外邦人）連繫在一起。

一個新人
你們是古老民族，我們也是古老民族，我們一起在當中的！但我
們老過你們！哈哈！但我們一起在當中、是神的事情！當我在一
起時，就打破靈裏的障礙，叫撒但抖震，因為牠根本不知道怎
樣做！

回來啊回來啊，請不要停止！差遣更多更多，帶華人來，我們逼
切需要你們，從你們臉上流露的愛能夠融化我們剛硬的心，這
是非常重要，你們是為我們斷開攔阻，將心打開的那一位。很
感謝你們！

你們是先鋒、是箭頭，曾經對你說過，你是第一隊，也是最後一
隊！神會使用今年，今年是打開門的一年，很多門會被打開，更
多人會來到以色列，這裡真有這需要。我們需要除去靈裡的眼
瞎，需要除去靈裡的耳聾。猶太人的心硬，因着過去的種種艱
辛：大屠殺和其他歷史，但因着你們將愛帶到這個土地，你們
為主發光，猶太人的心開始溶化，你們身處這裡才能發生。你
們所做的事不單在這村莊，你們走遍東南西北，在這地縱橫行
走，將愛帶到全地，猶太可能會問：「為什麼他們在這裡呢？」但
你有答案，你拆毁了障礙物，使高牆倒塌，混亂會離開他們（猶
太人），他們會重新愛神、愛耶穌，因為你們在這裡幫助改變這
狀況！你們是醫治的民族，神會使用你們帶來醫治，奉耶穌基
督的名，回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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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 - 3日

冬令會
講員：	Ariel	和	D’vorah	猶太老師

1月19日 - 22日

韓國釜山回家聚集
孵化箱事工 

2016 年
事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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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 - 18日

夏威夷敬拜祈禱訓練及美國家人同行
3月28日 - 30日

先知性舞蹈訓練
2月20日 (每月第三星期六)

開始眾子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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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 - 9日

台南亞洲禱告殿退修
5月13日 - 14日

尼西基金會邀請馬健明牧師主講： 
 「新婦戰士—邁向成熟」

4月9日

阿蘇薩聚集 Asuza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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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 - 16日

華夏回家
7 - 8月

 「接待神同在：打開天上的議程」 
公開晚間課程
導師：	馬郭詠儀、莊葆琪

6 - 7月

 「進入活潑的先知性禱告」 
公開晚間課程
導師：	周艷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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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

先知特會：臨近斷定谷
講員：	恰克‧皮爾斯（Chuck	D.	Pierce）

9月11日 - 16日

美國家人東岸祈禱旅程
8月5日 - 6日

特會：末後禱告敬拜運動
講員：	馬健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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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接待神同在：打開天上的議程」 
公開晚間課程
導師：	馬郭詠儀、莊葆琪、米汪佩華

9月24日 - 28日

台灣「進入興旺得勝季節的新途徑」 
2016 國度使徒性教會網絡特會
講員：	恰克‧皮爾斯（Chuck	D.	Pierce）	
　　　羅柏特‧海得勒（Robert	Heidler）

9月23日

推出「傾倒」敬拜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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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 - 24日

超自然佈道課程
講員：	新加坡先知醫治佈道家	Jeff	Yuen	牧師

11月7日 - 11月11日

以色列全球回家聚集
10月11日

活出專一實習計劃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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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 - 31日

國度家庭教會群體領袖退修
12月10 - 11日

家庭復興奮興會、青少年特別聚會
講員：	馬來西亞華僑方國良、呂底亞夫婦

12月9日 - 11日

這世界需要父親（導師訓練）
講員：	Andrew	Hough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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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 - 禱告殿及國度家庭教會
奉獻 - 宣教事工
奉獻 - 實習計劃及培訓
奉獻 - 幹道19
奉獻 - 搬遷
實習計劃
音樂訓練
課程及特會
產品銷售
雜項收入

禱告殿營運費
同工薪酬及福利
國度家庭教會
實習計劃
音樂訓練
宣教事工 
課程及特會
產品製作
幹道19
奉獻其他機構

全年收入及支出

1. 奉獻收入
奉獻 - 禱告殿及國度家庭教會 
奉獻 - 宣教事工 
奉獻 - 實習計劃及培訓
奉獻 - 幹道19
奉獻 - 搬遷

2. 事工收入
實習計劃 
音樂訓練 
課程及特會 
產品銷售

3. 其他收入
雜項收入 

總收入

1. 日常支出
禱告營運費 
同工薪酬及福利  
國度家庭教會

2. 事工支出
實習計劃  
音樂訓練
宣教事工 
課程及特會 
產品製作
幹道19 

3. 其他支出
奉獻其他機構

總支出（不包括資產折舊）

盈餘（不包括資產折舊）

資產折舊
全年盈餘（包括資產折舊）

港幣’000
8,143 

99 
366

2,111
1,021

67
38 

295 
107

1 

12,248

港幣’000
2,868 
6,360 

379

11 
28 

109 
125 

45 
2,178

124

12,227

21
-388
-367

孵化箱事工2016收支表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全年收入

全年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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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
 （不包括資產折舊）

 

 
  
 
 
 
 
 
 
 
 
 
 

 
 

資產折舊
全年尚欠（包括資產折舊）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恆常 
收入 
港幣’000 

623 
664 

1,130
604
615
701
578
953
845
777
800
826

9,116

幹道19 
收入 
港幣’000 

32
200
133

95
312
420
518

92
117

5
123

64

2,111

搬遷 
收入 
港幣’000 

0
0
0
0
0
0
0
0

164
314
148
395

1,021

恆常  
支出
港幣’000 

-901
-812
-777
-889
-806
-738
-769
-821
-878
-872
-792
-857

-9,912

幹道19  
支出
港幣’000 

0
-159

-3
-11

-373
-351
-159
-381
-351
-159

-79
-152

-2,178

清拆  
支出
港幣’000 

0
0
0
0
0
0
0
0
0
0

-5
-132

-137

恆常 
盈餘/虧損
港幣’000 

-278
-148
353

-285
-191

-37
-191
132
-33
-95

8
-31

-796

每月 
盈餘/虧損
港幣’000 

-246
-107
483
-201
-252

32
168

-157
-103

65
195
144

21

-388
-367

每月收支 財政狀況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傢具、裝修費及設備

流動資產
現金及銀行存款
按金
預付款項 
存貨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 

資產淨值

儲備
營運儲備 
幹道19儲備

港幣’000
96 
96

2,109
471
981 
575 

82

126
126 

2,079

2,079
2,146

-67 

2,079

(於2016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