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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總堂

地址：九龍尖沙咀寶勒巷25號
電話：2366-6012
傳真：2721-0256
網址：www.tstscc.org
電郵：church@tst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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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地址：
沙田小瀝源源順圍28號都會廣場602室
電話：2635-3431
傳真：2635-3727
電郵：shatinscc@gmail.com

聚會地址：
沙田小瀝源源順圍28號都會廣場7樓短宣中心（主日崇拜及主日學）

葵盛福音中心

活動中心及辦公室地址：
葵芳盛芳街7號葵芳商業中心1501室
電話：2423-0191（活動中心） /  9208-4914（周教師）
傳真：2426-3196
電郵：kwaishing@tstscc.org

聚會地址：
新界葵涌葵盛圍32-40號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新界會所406室（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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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架構及事奉人員總表  

基督為教會之元首

會友大會

堂議會

教
牧
同
工
｜

主任牧師
樓恩德

總堂教牧
呂君望
蕭寶環
伍素娟
蕭錦宜
劉燕飛
黎偉慶

沙田支堂
教牧
何強輝
梁麗燕
陳國良

葵盛福音
中心
教牧
周健輝

傳道幹事
余志強

長
老
執
事
｜

長老
林惠音
陳偉明
潘善培
陳大衞
執事
鄭嘉恩
顏喜賢
黃俊英
楊國姿
侯傑文
李文湘
童永成
李志偉
沈詩婷
彭祖輝
沈君豪
周紫恩
鄭泳衡
沈立群
楊麗芳
沈詠恩
梁美鳳
楊慧儀
利純慧
莫碧琪
李恩添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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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
鄭嘉恩
顏喜賢
黃俊英
沈詩婷
侯傑文
陳偉明
陳大衛

辦

事

處
｜

主任
馬丹璇

助理主任
陳家輝

 總堂幹事
盧淑賢
劉水華(半職)

黃偉芳
余詠豪

沙田支堂
事務幹事
郭淑敏

總堂工友
黃銀盛
馮  美
杜幹培
嚴瑞華(半職)

陳雅衡
楊蓮娣

執

委

會
｜
樓恩德
鄭嘉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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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祖輝
侯傑文
潘善培
陳大衛
李恩添

宣
教
士
甄
選
委
員
會
｜
樓恩德
鄭嘉恩
沈詩婷
童永成
陳大衛
林國榮

傳
訊
事
工
｜

委員
鄭嘉恩
黃俊英
楊國姿
丘德恩
林國榮

生
命
之
道
事
工

財

政

部
｜

部長
沈詩婷
副部長
彭祖輝
部員
顏喜恩
吳楚文
林國榮
盧凱亦
曾俊明
李家寶
陳美寶

傳

道

部
｜

教牧
呂君望
部長
彭祖輝
副部長
楊國姿
部員
陳寶儀
林惠愛
吳楚玲
黎予學
馮卓成
譚妙芝
吳靜嫺

宣

教

部
｜

教牧
劉燕飛
部長
童永成
副部長
李志偉
部員
丘德恩
林國榮
周紫恩
殷寶玲
陳天溢

基

教

部
｜

教牧
伍素娟
長老
潘善培
部長
利純慧
副部長
莫碧琪
部員
孔好艷
王維安
陳志威
蟻穎生
馬玉珍
吳楚文

團

契

部
｜

教牧
黎偉慶
蕭錦宜
部長
鄭泳衡
副部長
顏喜賢
沈立群
部員
黃俊英
陳麗如
張翠韻
盧凱亦

聖

樂

部
｜

教牧
樓恩德
部長
梁美鳳
副部長
楊慧儀
部員
劉永生
關文豪
陳燕群
陳詩敏
陳國業
沈詩婷
黃漢思
沈凜聰
陳適宜
周世揚
鄭厲冰
陳碧芬
陳靈衞

社

關

部
｜

教牧
樓恩德
部長
沈君豪
副部長
周紫恩
部員
薛少鑾
陳天溢
張翠韻
黃結怡
錢冕恩
彭祖輝
林惠愛
｜

生命培育
資源中心

主任
吳惠嫦
幼兒事工統籌
林美艷
幹事
陳玉儀

關

顧

部
｜

教牧
蕭寶環
長老
陳偉明
部長
楊麗芳
副部長
沈詠恩
部員
何秀明
莊妙玲
陳麗如
彭祖輝
馬楚芳

主席：鄭嘉恩　　副主席：顏喜賢
書記：黃俊英　　副書記：楊國姿
財政：沈詩婷　　副財政：彭祖輝

人力資源小組
樓恩德 鄭嘉恩 顏喜賢 
沈詩婷 侯傑文 李文湘 
吳楚文 陳偉明

文字小組
召集人：黃俊英
委　員：陸詠茵 黃秀媚 顏信安  
        周正炘 李家儀
編　輯：丘德恩
美　術：關美源
印　刷：駱維新

佈道組
組長：周紫恩
組員：周健華  張淇殷  
      白詠莉  李俊邦
福音班導師：顏喜恩  梅嘉耀
            蕭愛碧

栽培組
組長：殷寶玲
組員：丘德恩 陳淑貞 

差傳組
組長：陳天溢
組員：關美源 盧明正

跨部門籌備小組
組長：伍素娟   財政：彭祖輝
組員：潘善培 樓恩德 呂君望 鄭嘉恩 黃俊英 
      周紫恩 李文湘 陳國業 丘德恩 林惠愛 
      彭祖輝

受訓小組
組長：伍素娟
組員：陳國業 丘德恩 林惠愛 殷寶玲 陳詩敏 
      馬主恩 何詠欣

崇拜傳譯
楊秀湘　楊慧儀　陳淑貞　余翠屏　梁　涓
王海傑　祁建安　李曉玲　何秀明　陳家創
顏喜賢　莫貝茵　莫碧琪　黃俊英　呂兆基
彭祖輝

嬰兒房褓母
黃楚兒　馬佩霞　馬佩蘭　王玲儂　馬玉貞
陳美艷

支援事務
黎予學　林惠愛　李楚君　吳楚玲　馬耀華
翁獻基　翁卓謙

文書：孔好艷    財政：莫碧琪  
圖書館︰顧問： 伍素娟    組長：王維安
          組員： 高鈺楨 麥少霞 董婉玲 郭兆亨 廖  霞 張麗華 伍偉文 黎雪棋 林子聰 陳美玲  
  呂慧蓮 黃婉明 周正炘 
幼兒親子崇拜： 顧問：林美艷    召集人：錢冕恩
           導師： 莫碧琪 白詠莉 楊嘉汶 黃結怡 黃智恆 姚芷茵 馬嘉娜 周正宜 李佳鶯 江海洋  
  黃曉靜 楊麗汶 魏靜宜 黃  緬 勞美芬
幼稚級：主任： 鄭嘉駿      副主任：殷寶玲      
  導師： 顏信興 彭錦銓 劉彥明 呂羨詩 張翠韻  陳恩冕 黃栢基 陳麗翔 曾綺君 白詠莉 薛少職 
AWANA 執行長：陳志威    營牧：伍素娟
行政秘書組：顧問：吳楚文
  總監：孔好豔    副總監：胡凱珊
  同工：余德儀 曾綺君 薛少職
團體活動：總監：鄭泳賢
          導師：伍麗玲 李展鵬 陳適宜 楊習文 高月玲 林雅茵 王思雅 鄭國樑 薛少職
見習真理奇兵營：總監：林懋新    副總監：馬崇慧
                       導師：李佳鶯 劉彥明 陳碧瑜 李家儀 莫貝茵 郭天娜 王希雅 蕭凱苓 吳文慧 黎雪棋
信息︰總監：利純慧
信息時間導師：陳子文 吳楚玲 楊國姿 何秀明 伍素娟 林懋新 李佳鶯 陳碧瑜 陳詩雅 吳楚文 莫貝茵  
  呂兆基 馬崇慧 莫碧琪
火花營︰總監：王維安    副總監：鄭厲冰
  導師：陳碧芬 劉少英 梁建庭 李長昇 吳楚玲 胡文鳳 江海洋 何詠欣 黃秀媚 徐冬雲 黃  珊  
    徐  茵 區鳳喜 廖  霞
家長組：總監：吳楚文
  組長：陳鈺薇 梁德昌 鄭鳳煖 李敬庸 曾美好
青年級及少年崇拜：主任：蟻穎生    導師：蟻穎恩 
成年級：主任：馬玉珍
導師：陳家創 陳麗如 李慶華 蔡國聰 靳慧芝 何秀明 林芝蘭
普通話查經班：導師：樓恩德 莫碧琪 劉怡翔
初信班：主任：潘善培
          導師：顏喜賢 顏喜恩 李志偉 林國榮 丘德恩 黃秀瓊 彭祖輝 吳靜嫺
門訓班：主任：潘善培
        導師：呂君望 蕭寶環 伍素娟 蕭錦宜 劉燕飛 黎偉慶

聖樂指導︰劉永生
聖樂部長︰梁美鳳　楊慧儀
司琴　　　電琴︰戴家璧　江培薇　陳燕群　林惠齢　潘頌欣　侯承謙
          鋼琴︰ 侯承謙　陳詩雅　彭錦銓　陳翠恆　江欣恩　林　靜　蔡恩妍　呂羨詩　趙秋明
    沈詠禧　王德泰　何詠君　林美怡　王珊妮　陳碧娜　張翠韻　陳碧芬　何詠欣
    陳加良　陳雪兒　侯穎心　黃思琪　梁家熹　區秀媛　雷少邦
崇拜導唱        利純慧　梁美鳳　陳詩敏　徐　茵　林子聰　劉永生　沈凜聰　李玉麗　陳國業
    何詠君　鄭嘉恩　梁衛國　王哲明　沈詩婷　楊慧儀
聖歌團  早堂    午堂
          指揮︰梁美鳳　陳詩敏     關文豪
          團長︰陳適宜  陳國業
  副團長/財政︰林子聰  林婉儀
  文書兼靈修︰蘇燕萍  戚綺蓓
          譜務︰呂德華　余翠萍  曾憲明　陳寶儀
成年詩班　指揮︰陳燕群
          聯絡︰麥顏娟　梁　涓　朱麗萍　李俊邦
少年詩班　指揮︰沈凜聰  團長︰陳靈衞
          譜務／財政︰陳靈峯      康樂︰徐納茜
          文書︰李卓豪
兒童詩班　指揮︰陳詩敏　鄭厲冰     手鐘隊指揮︰陳詩敏
          團長︰陳碧芬
          導師︰陳麗珊（兼財政）　劉少英　徐蒙憫　梁美鳳
敬拜小組　組長︰周世揚  副組長/財政︰黃曉晴
    鈴隊　指揮︰沈詠禧  聯絡︰陳詩敏
  樂器組　指揮︰沈凜聰  組長︰黃漢思

青少年組（負責：鄭泳衡 沈立群）

提摩太團
導師：蕭錦宜
團長：黃思琪
職員：黃榮樂 陳靈峯 蔡恩盈

YoUnited
導師：蟻穎恩 蟻穎生 沈立群 鄭泳衡  
      蕭錦宜
組長：柯偉義 江欣恩 林　靜 呂依靈 
      顏信誼 顏信盈
約書亞團
導師：劉燕飛 陳子文
團長：周文睿
職員：蔡恩妍 陳駕麟

職青組（負責：鄭泳衡 沈立群）

約瑟團
導師：楊國姿　黃俊英
團長：侯承謙
職員：陳愷淳　王希雅　陳恩冕　顏信興

撒母耳團
導師：伍素娟　何秀明
團長：彭錦銓
職員：張翠韻　白詠莉 黃柏基 黃曉靜

成年組（負責：鄭泳衡 沈立群）

但以理團
導師：黎偉慶 吳楚文 顏喜恩
團長：何詠欣
職員：林慶安　黎雪祺　盧明正 黃智恆 錢冕恩

以斯拉團
導師：呂君望 
團長：林祖輝
職員：陳慧真 何詠琪 莫貝茵 曾綺君

路加團 
導師：黎偉慶
團長：梅嘉耀
職員：陳美寶　朱麗萍　李俊邦　周曉明

彼得團
導師：蕭寶環
團長：吳楚玲
職員：高月玲 梁志薇 劉小明 陳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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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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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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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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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
何強輝
梁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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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李恩添
堂委
王偉雄
洪同欣
陳子山
黃瑞祥
蔡庭森
龔筱敏

教   師：何強輝教師 梁麗燕教師 陳國良教師

堂 委 會：林惠音長老(主席) 李恩添執事(副主席) 龔筱敏堂委(財政兼文書)

  洪同欣堂委 黃瑞祥堂委 蔡庭森堂委 陳子山堂委 王偉雄堂委

幹   事：郭淑敏姊妹(事務幹事)

實習傳道：馬靜思姑娘(9/2016〜6/2017)

崇拜部

教牧：何強輝教師      部長：李恩添執事      副部長兼財政：陳子山堂委

文書：郭淑敏姊妹      部員：林惠音長老 何林潤華師母

主 席      成員：林惠音長老 李恩添執事 龔筱敏堂委 洪同欣堂委 黃瑞祥堂委

    王偉雄堂委 陳子山堂委 蔡庭森堂委

導 唱       成員：何強輝教師 陳國良教師 李恩添執事 郭淑敏姊妹 何林潤華師母

    藍鳳儀姊妹 廖靜雯姊妹 張慧儀姊妹 鄭泳衡執事(總堂)

      領唱小組：陳結盈姊妹 廖穎芯姊妹 葉家琬姊妹

            果醬樂隊：陳國良教師 廖靜雯姊妹 林凱婷姊妹 吳樹鏗弟兄 侯德祿弟兄

      陳汶偉弟兄 李芷菁姊妹

司 琴      成員：李恩添執事 何林潤華師母 藍鳳儀姊妹 曾俊明弟兄(總堂)

讀經員      成員：何強輝教師 梁麗燕教師 陳國良教師 林惠音長老 李恩添執事

  洪同欣堂委 黃瑞祥堂委 王偉雄堂委 龔筱敏堂委 陳子山堂委

  蔡庭森堂委 鄭柏鴻弟兄 李鳳珍姊妹　張慧儀姊妹　嚴可琼姊妹

  廖穎芯姊妹

司 捐      成員：侯斌皓弟兄 黃影琪姊妹 龔敏培弟兄 葉君堯弟兄 趙漢珍姊妹

    葉家琬姊妹 黃賜珍姊妹 陳順鴻弟兄 李錫珍姊妹 袁碧琪姊妹

    許惠芝姊妹 郭淑儀姊妹 王偉雄堂委 藍鳳儀姊妹

招 待      成員：王湘義弟兄 姚卓華弟兄 黃秋容姊妹 袁碧琪姊妹 葉家琬姊妹

    陳順鴻弟兄 李錫珍姊妹 吳展秋弟兄 黃賜珍姊妹

音響小組/總務    組長：陳子山堂委

                 組員：曾煒卓弟兄 葉君堯弟兄 吳彥新弟兄 黃  清弟兄 彭美美姊妹

    陳汶偉弟兄

電腦投影  成員：許惠芝姊妹 余美珠姊妹 吳樹鏗弟兄 葉君堯弟兄 吳彥新弟兄

手鐘詩班  隊長：何林潤華師母

            隊員：林惠音長老 曾煒卓弟兄 鄭慧敏姊妹 陳汶偉弟兄 梁家悅姊妹

    周素芬姊妹 陳世雄弟兄

節期佈置小組︰梁麗燕教師 彭嘉妮姊妹 彭美美姊妹 許惠芝姊妹 李鳳珍姊妹 陳結盈姊妹

基教部   

教牧：梁麗燕教師      部長：洪同欣堂委      副部長：龔筱敏堂委

文書：鄭慧敏姊妹      財政：陳銘春弟兄

主日學導師： 何強輝教師 梁麗燕教師 陳國良教師 林惠音長老 李恩添執事

    洪同欣堂委 鄭慧敏姊妹 龔筱敏堂委

兒童事工籌委會：梁麗燕教師 何林潤華師母 魏懿君姊妹  鄭慧敏姊妹 程秀娟姊妹

兒童崇拜導師：梁麗燕教師 陳銘春弟兄 陳婉兒姊妹 吳展秋弟兄

幼兒崇拜導師：鄭慧敏姊妹 羅碧珊姊妹 彭嘉妮姊妹 魏懿君姊妹 巢綺蘭姊妹

    程秀娟姊妹 林嘉芙姊妹 林惠音姊妹 馮安祈姊妹 林凱婷姊妹 黃卓盈姊妹

兒崇唱遊導師：何林潤華師母 藍鳳儀姊妹 陳翠兒姊妹 周素芬姊妹

少年崇拜導師：何強輝教師 陳國良教師 曾煒卓弟兄 陳結盈姊妹 李鳳珍姊妹

    余美珠姊妹 馬靜思姑娘(1〜6月)

佈道部  

教牧：陳國良教師    部長兼財政：蔡庭森堂委

部員：彭嘉妮姊妹 廖穎芯姊妹 馮安祈姊妹

外展事工(家長英文班)

教牧：何強輝教師 

導師：何強輝教師 梁麗燕教師 林惠音長老 洪同欣堂委 吳展秋弟兄 萬美欣姊妹(總堂)

團契部     教牧：陳國良教師    部長：王偉雄堂委    副部長：黃瑞祥堂委

      財政：葉君堯弟兄    文書：吳彥新弟兄 吳樹鏗弟兄    部員：黃清弟兄

迦勒團     導師：梁麗燕教師 黃瑞祥堂委

           團長：龔筱敏堂委

           職員：黃　清弟兄 彭美美姊妹 吳展秋弟兄 程秀娟姊妹

路得團     導師：梁麗燕教師

           職員：黃秋容姊妹 詹少芳姊妹 黃莉娟姊妹

安得烈團   導師：何強輝教師

           團長：李顯邦弟兄    副團長：王偉雄堂委

約瑟團     導師：梁麗燕教師 鄭慧敏姊妹

           團長：侯斌皓弟兄    副團長：彭嘉妮姊妹

           職員：郭淑敏姊妹 陳結盈姊妹 廖穎芯姊妹 葉君堯弟兄

但以理團   導師：陳國良教師 馬靜思姑娘(9/2016〜6/2017)

           團長：吳彥新弟兄

           職員：曾煒卓弟兄 廖靜雯姊妹 余美珠姊妹 林嘉芙姊妹 葉家琬姊妹

約書亞團   導師：陳國良教師 何強輝教師 李培堅弟兄 袁碧琪姊妹

                馬靜思姑娘(9/2016〜6/2017)

           團長：吳樹鏗弟兄

           職員：陳汶偉弟兄

女士小組   導師：何林潤華師母 張慧儀姊妹

男士小組   導師：何強輝教師 李恩添執事 張學發弟兄

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沙田支堂

2017年度事奉人員總表

聖樂指導︰劉永生
聖樂部長︰梁美鳳　楊慧儀
司琴　　　電琴︰戴家璧　江培薇　陳燕群　林惠齢　潘頌欣　侯承謙
          鋼琴︰ 侯承謙　陳詩雅　彭錦銓　陳翠恆　江欣恩　林　靜　蔡恩妍　呂羨詩　趙秋明
    沈詠禧　王德泰　何詠君　林美怡　王珊妮　陳碧娜　張翠韻　陳碧芬　何詠欣
    陳加良　陳雪兒　侯穎心　黃思琪　梁家熹　區秀媛　雷少邦
崇拜導唱        利純慧　梁美鳳　陳詩敏　徐　茵　林子聰　劉永生　沈凜聰　李玉麗　陳國業
    何詠君　鄭嘉恩　梁衛國　王哲明　沈詩婷　楊慧儀
聖歌團  早堂    午堂
          指揮︰梁美鳳　陳詩敏     關文豪
          團長︰陳適宜  陳國業
  副團長/財政︰林子聰  林婉儀
  文書兼靈修︰蘇燕萍  戚綺蓓
          譜務︰呂德華　余翠萍  曾憲明　陳寶儀
成年詩班　指揮︰陳燕群
          聯絡︰麥顏娟　梁　涓　朱麗萍　李俊邦
少年詩班　指揮︰沈凜聰  團長︰陳靈衞
          譜務／財政︰陳靈峯      康樂︰徐納茜
          文書︰李卓豪
兒童詩班　指揮︰陳詩敏　鄭厲冰     手鐘隊指揮︰陳詩敏
          團長︰陳碧芬
          導師︰陳麗珊（兼財政）　劉少英　徐蒙憫　梁美鳳
敬拜小組　組長︰周世揚  副組長/財政︰黃曉晴
    鈴隊　指揮︰沈詠禧  聯絡︰陳詩敏
  樂器組　指揮︰沈凜聰  組長︰黃漢思

探訪組長
呂君望　蕭寶環　蕭錦宜
劉燕飛　黎偉慶

探訪同工
馬玉鳳　馬楚芳　潘善培　李慶華
梁皓琳　伍素娟　蔡國聰　靳慧芝
楊麗芳　黃艷紅　王玲儂

招待同工
王玲儂　李寶珊　翁獻基　陳詩蒂
廖覺良　王道池　屠慧芝　馬主恩
鄧彩媚　熊冕基　朱麗萍　周汝棠
馬玉珍　嚴坤玲　劉小明　林長厚
周正宜　馬玉鳳　謝維德　劉淑珍
何潔清　伍偉文　馬烈武　陸惠芬
潘麗貞　何秀明　顏信安　馬禮明
麥翠霞　蔡楚玲　吳  萍　邱玉香
馬耀華　黃  珊　蔡國聰　呂揚名
姚雄彬　梁本立　黃慧兒　鄭詠恩
李俊邦　姚錦蘭　梁仲輝　黃  英
鄭綺華　李國偉　柳和珠　梁雪雯
蘇俊豪　李楚君　曾南生　梁晧琳
蘇志煒　李楚燕　楊展容　梁淑芳
楊竣熙　李翠群　翁建基　陳敏儀
靳慧芝

維修及資源小組
組長：童永成
組員：陳發添 吳大偉 江啓健 盧淑賢

佈置及平面設計小組
組長：何秀明
組員：黃曉晴 關美源 張淇殷 黃思源 
      黃柏基 江啟健 雷燦誠 吳大偉

綠化小組
組長：雷燦誠
組員：楊麗芳 陳俊宜 林偉生 陳浚星 
      陳靈峯 羅耀輝 顏信誼 陳秀鴻

影音小組
組長：莫康明  　　副組長：江啓健
組員：陳偉倫 黃思源 彭銘濂 陳鉅鵬 
      周世揚 林慶安 王海傑 李志偉

資訊科技組
軟件小組
組長：黃俊英
組員：江海洋 李志偉 黃柏基 周世揚 
      彭錦銓 周文睿 余詠豪 劉水華
網絡維護及電腦設備小組
組長：彭銘濂
組員：余詠豪　劉水華

長青組（負責：顏喜賢）

迦勒團
導師：黎偉慶
團長：馬主恩
職員：潘美英　梁仲輝　劉淑珍　周佩英　陳如霞　李曉玲

迦密團
導師：顏喜賢 潘善培
團長：馬玉珍
職員：余翠屏　李麗賢　彭文基　蔡國聰　潘麗貞　林長厚　馬楚芳　吳芳子

迦南團
導師：伍素娟 李慶華
團長：靳慧芝
職員：李寶珊　胡植華　屠慧芝　陳麗如　柳和珠　謝玉霞　王玲瓏　梁皓琳

其他小組（負責：顏喜賢 鄭泳衡 沈立群）

康體外展小組   男士小組  弟兄小組
職員：盧子鴻 沈立群  導師：呂君望  導師：黎偉慶
　　　鄭泳衡  職員：林長厚　　職員：林國榮 黃俊英

成年組（負責：鄭泳衡 沈立群）

但以理團
導師：黎偉慶 吳楚文 顏喜恩
團長：何詠欣
職員：林慶安　黎雪祺　盧明正 黃智恆 錢冕恩

以斯拉團
導師：呂君望 
團長：林祖輝
職員：陳慧真 何詠琪 莫貝茵 曾綺君

路加團 
導師：黎偉慶
團長：梅嘉耀
職員：陳美寶　朱麗萍　李俊邦　周曉明

彼得團
導師：蕭寶環
團長：吳楚玲
職員：高月玲 梁志薇 劉小明 陳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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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於基督•多結果子」。二零一六年，在

耶穌基督的帶領下我們度過了。回顧我們信仰生活

的歷程是否結出有生命的果子，這與我們信心的對

象有密切關係。我們的信心不在於環境的順或逆，

而在於掌管順逆的「主」。我們能夠結有生命的果

子，只有一條途徑，便是「常在葡萄樹上」連於基

督。因為離開了衪，我們不但不能做什麼，而且一

定枯乾，一定被扔到「火湖」裡。這正是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

能到父那裏去」（約14：6）

感謝神，衪洞識我們堂會的情況，更知道「我

們在這裡真好」的心態，衪用奇妙的方法來推動我

們「去」，要我們進入有需要的人群中，生命培

育資源中心是在一班毫無經驗，也無完整組織制度

下開展的事工。當然踏步向前步步艱難，亦不禁使

人懷疑是否是神的工作，甚至在缺乏人手下，神帶

領樂於事奉的人來協助、參與，同時在我們中間觸

動願意付出的弟兄姊妹來經歷神的作為。我們辦的

繪畫班，看來是大家不屑一訪的「小兒科」活動，

卻造就了弟兄姊妹參與事奉的機會。畫班兒童的家

長，竟然在平安夜帶來多位家長參與佈道會，亦因

與AWANA家長班合作，使多位家長參加信仰班。

透過教授英語，竟然成為傳福音的穚樑，在這方

面，我們投放的人力資源是不少的，而成效亦見於

「做」然後知不足。

信心若沒有神的話是不會增加的。由於已經有

些弟兄姊妹在查經上的追求，他們不但自己獲益，

更在堂會推動集體查經運動中發揮強而有力的支

援。他們的信仰見證，勝過千言萬語。因此「生命

之道查經」得以在本堂展開。感謝神，第一季創世

記完成，將仍有八成八人繼續參加第二期之研習。

「信心是從神的話而來」(羅10:17)。求主使這班對

神有信心而增加認識衪的弟兄姊妹，能更多回應上

主的「聲音」，來履行大使命和大誡命。

此外三福事工，一方面增加弟兄姊妹認識福音

的大能，同時亦增加大家勇於作個人佈道。十二月

四日之「三福遍傳尖沙咀」是踏出一小步。期望更

多弟兄姊妹，天天向自己及周圍的人傳講耶穌奇妙

的救恩，以致更多人在恩典中得永生。

當大家心思意念上樂於見證神的作為和見證神

的信實，一年一度的敬老聚餐也可以成為福音餐會

給予新朋友有機會決志，可見同心事奉，連於基督

可以多結果子。

團契的生活除了加強信徒相交的生活，幫助信

仰生活化外，更能發揮團隊之宣教事奉，尼希米團

往葵盛圍之工作可以見證當我們連於基督，便可以

被主使用，去年成立主日崇拜不足一年半，主將得

救人數按月給我們，不但使坊眾蒙福，更巧妙，使

尼希米團弟兄姊妹透過事奉來更認識主。

基督教教育是我們信仰承傳主要的途徑，對孩

童而言，真正有效的教育場地莫過於家庭，而生命

教育亦應由幼兒開始。今年推出之「親子崇拜」有

良好的回應，先後參加之幼兒及其父母超過三十個

家庭，感謝神，誠盼這活動有助更多「家庭信仰見

證時刻」的產生，使弟兄姊妹之敬拜生活不僅是主

日的活動，也是家居的見證。深信我們的事奉會更

有效，主的名也更得榮耀。神國事工亦因而拓展，

讓同心敬拜，也是我們同心事奉。

在聖樂事奉上，似乎參加的弟兄姊妹由兒童到

長者都有，然而藉音樂的敬拜，不僅是他們的事，

也是所有來到主面前聚集的人的事，基督徒集體在

主日的敬拜是全體弟兄姊妹的事。無疑詩班的領唱

在旋律、音韻方面有領導的作用，但是在神面前的

敬拜，回應神的賜福、話語，則是所有弟兄姊妹之

事。在這方面我們尚需要更多學習，以致我們不但

主日敬拜事奉，同時也可以事奉敬拜。

事工需要被推動，資源是不可缺。不論人力

或物力，我們確信神是資源之「源」。衪的工作，

衪必供應。『尖沙咀基督教潮人生命堂』由創立

迄今，沒有人會懷疑這堂會建立是否神的工作，過

去日子亦嘗有短缺，而那些短缺亦是因要拓展事工

而產生的，包括購址建堂、籌建學校、重建堂址。

然而若是為人而做則理應由人來負責，人得榮耀；

若為主而做則主必施恩，主得榮耀。因此同心合意

是推動事工的核心，能同心合意不是研討能解決推

動，而是在禱告及清楚神的話。因此，同心敬拜，

榮神益人，讓我們同心事奉，讓神在每一件事上得

榮耀，而亦讓更多人因信耶穌得救恩。

沙田支堂，在尋覓場地上，有奇妙的經歷。神

亦在他們中呼召人全職事奉主，在廿五周年之音樂

頌讚會上，數算主恩。

葵盛福音中心的成立是自二零一二年來神在

我們中間帶領我們在大使命上，在擴堂事工上的開

展。相信弟兄姊妹在各單位滙報中，能看到神奇妙

的作為，讓我們能繼「連於基督•多結果子」後能

「同心敬拜•榮神益人」。

牧師分享 

一年的回顧         ▲樓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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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會友大會程序 

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2017年度會友大會程序

2017年5月7日(主日) 上午十時三十分主日崇拜後

主席：鄭嘉恩執事            書記：黃俊英執事

(一)    唱詩 ………………………………… 世頌458首「教會根基」……………………………… 眾立

1. 教會唯一的根基，是主耶穌基督；祂從天上降世間，來尋找祂新娘；

 祂為教會捨生命，用寶血來救贖，以真道和水潔淨，更新建造扶助。

2. 普世只有一教會，來自萬方萬族，蒙主揀選得救贖，一信一浸一主，

 領受同一的餅杯，稱頌唯一耶穌，心懷一樣的盼望，同享無限祝福。

3. 教會曾遭受患難，歷經試煉爭戰，她恆心忍耐期盼那永遠的平安，

 有一天她要看見那榮耀的景觀，因教會終必得勝，永唱凱歌安息。

(二)  禱告 ……………………………………………………………………………………………… 主席

(三)  回顧與前瞻 ……………………………………………………………………………… 樓恩德牧師

(四)  宣讀上會議錄 …………………………………………………………………………………… 書記

(五)  接納上會議錄 …………………………………………………………………………………… 會眾

(六)  堂議會報告 ……………………………………………………………………………………… 主席

(七)  沙田支堂報告 …………………………………………………………………………… 何強輝教師

(八)  葵盛福音中心報告 ……………………………………………………………………… 周健輝教師

(九)  財務報告 ………………………… (1) 核數報告   (2) 財政報告 ………………………… 財政部

(十)  接納2016年本堂財政進支帳目 ………………………………………………………………… 會眾

(十一)  選舉核數（VA Hui & Co. Ltd. 許美心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會眾

(十二)  接納沙田支堂由2018年起開始自治並由支堂會友自行選出第一屆堂議會 ………………… 會眾

(十三)  宣讀記錄 ………………………………………………………………………………………… 書記

(十四)  唱詩 ……………………………  世頌506首「神按計劃行事」 …………………………… 眾立 

1. 時光一年一年過去，神按祂計劃行事。祂的目標逐漸實現，時日已是無多。
               主來的日子逐漸臨近，必定不再耽延。全地都要看見神的榮耀，好像大水充滿海洋。

2. 教會腳蹤所到之處，從地極遍及四方。神的僕人不斷宣揚，神的呼召已發出。
            島嶼山川，汪洋大洲，專心側耳聆聽。全地都要看見神的榮耀，好像大水充滿海洋。

3. 高高舉起救主旗幟，靠祂的能力前進。為主發光宣揚真理，主真光照耀大地。
         盡心關顧憂傷貧弱，救助失喪靈魂。全地都要看見神的榮耀，好像大水充滿海洋。

(十五)  祝福 ……………………………………………………………………………………… 樓恩德牧師

(十六)  殿樂 ………………………………………………………………………………………… 默禱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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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屆堂議會任期踏入第二年，新任執事逐漸適應事奉崗位，現任長執跟教牧團隊緊密配搭推

動聖工，部份退任的執事仍然積極參與各部事工從旁協助，再加上辦事處和工友們盡心竭力地服務，

大家努力實踐「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彼前4:10)」感謝神賜眾教

牧長執有健康智慧和彼此同心，讓所籌劃的事工得以順利開展，教會資源也得以妥善管理，願主堅立

眾人所作的工。

5月14日於崇基神學院舉行堂議會退修

會，上午邀請了區伯平牧師透過保羅與他的同

工去勉勵眾同工如何建立一個得力的下午則有

個人反思及默想時間。在崇基神學院內園放置

了一個「耶穌為門徒洗腳」的石像，神在此時

此地提醒一眾同工不要忘記祂的事奉榜樣––

僕人式的領導並彼此順服。

1. 教會整體事工概述
各部認真檢視過往事工，協調配合同心推

動年度主題「連於基督．多結果子」。在「硬

件」上我們繼續更新已老舊的設施，包括禮堂

冷氣系統、投影設備與及宣教士過境客房，在「軟件」上更多關注信徒靈命培育，深信主在過往一年

已帶領每位肢體經歷從內到外的更新歷程。

往下紮根，往上結果

我們得眾教牧的提醒勉勵，透過主日講壇去認識「恩典」、認清「自己」並回到「聖經」去。

籌備多時的「生命之道」查經課程也順利開展，教會老中青三代齊集敬拜、分享和學習「創世記」。

紮根的工夫同時透過家庭深化，各部推行家庭為本的事工，包括親子崇拜、家庭祭壇分享、AWANA

家長班及夫婦日營等，期望建立更多蒙福的家庭。祈禱讓人更貼近神的心意，深盼教會能成為「萬民

禱告的殿」- 在主日、週一、週三及各區家庭祈禱會中，願主興起更多禱告勇士為社會、為教會、為

肢體的需要同心禱告。

5月14日堂議會退修會合照

第22屆堂議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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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佈道差傳的工作不斷，三福領袖和隊員們努力出隊，去年多次舉行社區福音遍傳，也喜見第一

代的青年三福隊員。差傳工作集中在柬埔寨，而清遠事工則因國內政治環境而需要停下來，求主帶領我

們能在不久之將來重踏這片地土。生命培育資源中心本著「生命培育從幼兒開始」，本年度試行「特殊

學習需要幼兒支援服務」，已協助過百位兒童進行評估或透過專業機構提供相關治療，下一步就是建立

互信並嘗試將福音帶進這些家庭中。

支堂發展進程

在沙田支堂發展上，堂議會議決支持沙田支堂憑信心在2017年啟動自治自立程序。當會友人數達

到100人時，支堂會逐步加強教會事務及財政管理能力，並籌組第一屆堂議會負責會務。支堂肢體的參

與及委身是必須的，唯總堂仍然需要同心同行，務求讓過去四分一世紀所領受的恩典和所建立的果子能

傳承下去，仰賴主的供應並學習信心的功課。神賜福予沙田支堂，讓小小的群體中已有三位蒙召進入神

學院或加入本地宣教工作。

葵盛福音中心聚會人數不斷增加，當中大部份是家長帶同年幼子女與及透過社區關懷所接觸的長者

們。堂議會通過租用葵芳一商業單位去建立策略性平台，在主日以外的時間更有效地接觸葵涌一帶的居

民，同時借助生命培育資源中心的資源及課程，「服務」與「福音」並行。感謝神本年度有第一批新葡

接受洗禮，他們的成長有賴主的恩典及葵福同工們的努力。

2. 2016年堂議會議決之主要議案列表
•通過沙田支堂自治自立程序大綱

•通過13樓客房住宿章程及重新開放宿舍借用

•通過全職員工福利守則~教牧團隊、辦事處及工友

•通過禮堂投影設備更新方案

•通過沙田支堂由2016年11月起租用短宣中心替代台山商會中學作崇拜及主日學之用

•通過按立何強輝教師為尖沙咀潮人生命堂牧師

•通過按立周健輝教師為尖沙咀潮人生命堂牧師

•通過總堂購置都會廣場 510 室作沙田支堂辦公及聚會活動之用 (註：議決後因交易告吹而未能落實執

行)

•通過葵盛福音中心租用一單位作辦公室及活動中心之用為期兩年

•通過2017年總支堂事工計劃、行事曆及財政預算

•接納第136及137屆合共48人接受聖禮和2人申請移名加入教會，孩童奉獻人數共3位。(註：48人中

有14人在醫院、家中或護老院受洗，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會友名冊1731人，有8人於本年度息勞

歸主。)

3. 教牧同工任滿續聘或新聘任列表
•樓恩德主任牧師於2016年10月30日任滿後辦理退休手續，經堂議會通過於11月8日起重新聘任，任

期一年。

•周健輝教師於2016年8月31日任滿，經堂議會通過續聘，任期兩年。

•劉燕飛教師於2016年10月2日任滿，經堂議會通過續聘，任期兩年。

第136屆受洗及移名會友大合照       第137屆受洗及移名會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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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志強傳道幹事於2016年10月31日任滿，經堂議會通過續聘，任期兩年。

•梁麗燕教師於2016年11月30日任滿，經堂議會通過續聘，任期兩年。

4.總支堂辦事處及生命培育資源中心人事變動時序列表

•3月1日工友楊蓮娣女士上任

•3月16日影音幹事余詠豪弟兄上任

•6月15日幹事陳家輝弟兄晉升為助理主任

•6月27日辦公室主任馬丹璇姊妹上任

•10月1日生命培育資源中心文員陳玉儀姊妹轉職為中心幹事

•10月1日事務幹事盧淑賢姊妹任滿及晉升為幹事

•10月10日工友嚴瑞華弟兄轉為半職

2017年展望

2017年是長執選舉年，7月中將舉行特別會友大會選舉長執，盼望更多合神心意的肢體起來一同籌

組第23屆堂議會。緊接8月中將舉行按牧慶典，為我們有忠心愛主的僕人願承擔牧職獻上感恩，請大家

禱告記念這兩個特別的聚會並踴躍參與。堂議會將透過各種渠道跟大家分享更多生命見證並教會事工需

要，懇請大家積極回應並時刻為教會守望。

第136屆受洗及移名會友大合照

第137屆受洗及移名會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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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2016年傳道部事工，重點仍然放在傳福音、安排崇拜、祈禱會及周六晚間聚會上。

崇拜方面：

傳道部除了安排主日崇拜職事、聖餐，我們都關心會友在崇
拜中的投入、秩序及對聚會的回應。為了配合教會2017年「同心
敬拜」目標，我們巳開始聯絡其他參與崇拜事奉的單位作討論，
希望藉著宣傳、教導，讓會友更加明白崇拜的意義，在程序方面
作微調，在事奉人員方面給予更大的支緩，好讓崇拜聚會更合神
的心意。感謝天父，每主日崇拜的背後，本部屬下的傳譯員，都
依編排默默地為主日崇拜作普通話、潮語及英語傳譯，務使每一
位出席本堂而不諳粵語的來賓，可以無妨礙地參與崇拜。同時，
在六樓的嬰兒房，有幾位姊妹輪流地照顧初生的嬰兒，使父母可
以專心地崇拜，他/她們的勞苦，謹此致謝，願主賜福他/她們。

祈禱會方面：

本來由幾位姊妹以潮語在周一早上舉行之禱告會、已轉化
成為教會一個常規的祈禱會，不分年齡、性別，以粵語同心為教
會祈禱守望。周一祈禱會的設立，讓未能參加周三教會祈禱會者
多一個選擇。而周三教會祈禱會亦繼續更新，除了教牧的聖經分
享，形式也趨向多元化，例如：邀請教會內不同的部門或團契，
負責當晚的祈禱會，分享她們的代禱需要等，總意就是要以祈禱
為主。至於分區祈禱會方面，運作大至暢順，人數也穩定，傳道
部在11月6日中午也舉行了「家主分享午餐會」，有十多位家主及
家屬出席並作分享、盼望各位家主的付出、能組成一個蒙恩的祈
禱網路。

周六晚間聚會方面：

仍然作出多元化的嘗試，計有二月
份由黃讃雄先生的生活專題講座「茫、
忙、亡、忘」。四月份舉行的生命之道
培靈會──「為什麼用比喻？」由梁
國權先生主講，讓會友在靈命上得著更
新。六月份福音預工項目──「帶住親
友去旅行」、有幾十位教會弟兄姊妹
及其未信親友參加，藉著旅行宣講福
音。十月底和團契部合辦「聖經問答比

賽」，大家濟濟一堂，切磋較量一下聖經知識。及至12月份舉行的一連串福音事工、是集合了生命堂
不同的部門、作出統籌及安排；從12月4日開始的三福街頭佈道、平安夜下午至晚上的兒童活動、聚餐
及佈道會，以及晚上的成人佈道會、
報佳音及25日聖誕音樂敬拜。這一
切的安排，為要讓弟兄姊妹投入及參
與、栽種福音的種子。傳福音是我們
的使命、求神繼續保守帶領。

本部的支援組，每季都會協助
弟兄姊妹訂購或派發靈修材料，甚至
其他東西如：聖經日曆。這些雖屬事
務，卻使弟兄姊妹更方便地獲取材
料，讀經親近天父；因此，支援組同
工的付出，在主裡面是沒有徒然的。

傳道部2016年事工報告



日期 講員 題目 經文
出席人次

總數 聖餐
早堂 午堂

1月3日 樓恩德牧師 恩典裡的新人 哥林多後書 5:14-19 107 445 552 119

1月10日 蕭寶環教師 聖靈︰使我們成為得勝者
約翰壹書 4:1-6；

羅馬書 8:15-17
108 447 555 341

1月17日 蕭錦宜教師 放過自己，安歇主前 以賽亞書 58:13-14 89 359 448

1月24日 劉燕飛教師 連於基督的能力 哥林多後書 4:7-10 99 322 421

1月31日 陳耀鵬牧師 薪火相傳 提摩太後書 2:1-10 135 310 445

2月7日 呂君望牧師 新年願景------領命 出埃及記 3:1-15 117 272 389 103

2月8日 (新春) 樓恩德牧師 恩典裡的蒙福 詩篇136篇 414 414

2月14日 伍素娟教師 單要事奉神 路加福音 4:1-15 115 407 522 325

2月21日 蕭寶環教師

早：結出聖靈果子－

實踐仁愛之道

馬太福音7:15-23; 

約翰福音15:1-9; 

加拉太書 5:22-23 209 383 592

午：結出聖靈果子–

實踐喜樂之道

帖前1:6-7; 

約16:16-22

2月28日 周健輝教師 薪火相傳 列王紀下 2:1-18 135 382 517

3月6日 樓恩德牧師 恩典中的生活 羅馬書 6:1-14 128 422 550 122

3月13日 黃國瀚先生 早：人生的目標 創世記 23:1-20 110 401 511 309

呂君望牧師 午：萬民所望 彌迦書 4:1-13

3月20日 蕭錦宜教師 認清自己 忠心主前 約翰福音 21:1-19 104 467 571

3月25日

 (受難節)
呂君望牧師 受難節 約翰福音19:1-19 351 351 271

3月27日 

(復活節)
樓恩德牧師 福音是恩典 以弗所書 2:1-10 119 483 602

4月3日 劉燕飛教師 連於基督的心腸 腓立比書 2:5-11 118 358 476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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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員 題目 經文
出席人次

總數 聖餐
早堂 午堂

4月10日 蕭寶環教師

早：結出聖靈果子 -- 

實踐和平之道

羅馬書 5:1-2,8-11; 

腓立比書 4:6-7
108 362 470 309

午：結出聖靈果子 -- 

實踐忍耐之道

雅各書 5:7-11; 

箴言 25:15

4月17日 李思敬博士 事奉的抉擇 約書亞記 24:14-15 111 393 504

4月24日 區伯平牧師 迎向40 X 2 申命記 1:9-13 134 359 493

5月1日 樓恩德牧師 恩典勝過罪惡 羅馬書 5:12-20 645 645 523

5月8日 潘善培長老 神啊，我願來尋求你 哈該書 1:1-15 114 410 524 345

5月15日 吳振義牧師 為愛和合一禱告 約翰福音17:20-26 138 379 517

5月22日 蕭錦宜教師 倒空自己 服在主前 創世記 2:15-22 127 366 493

5月29日 黎偉慶教師 作良善忠心的僕人 創世記 39:19-23 138 368 506

6月5日 樓恩德牧師 恩典中的管教
希伯來書 12:4-13 , 

提多書 2:11-13
117 437 554 117

6月12日 呂君望牧師 蒙福的抉擇 詩篇1:1-6 126 392 518 333

6月19日 蕭寶環教師

早：結出聖靈果子– 

實踐良善之道

馬太福音19:16-22；

箴言11:23-25
107 396 503

午：結出聖靈果子–

實踐恩慈之道

哥林多後書6:1-13；

彼得後書1:3-10

6月26日 吳友賴博士 你是我藏身處
詩篇 32:6-7, 

139:10-18
121 392 513

7月3日 樓恩德牧師 我『靈』歌唱 
以弗所書 5:15-20，

路加福音1:46-55
162 433 595 156

7月10日 呂君望牧師 不可少的一件  路加福音10:38-42 121 442 563 359

7月17日 蕭錦宜教師 更新自己 領受主前  哥林多前書2:6-16 107 427 534

7月24日 馬有藻牧師 從主禱文看人生  馬太福音6:9-13 128 408 536

7月31日 黎偉慶教師 一笑泯恩仇  創世記45:1-15 118 358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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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員 題目 經文
出席人次

總數 聖餐
早堂 午堂

8月7日
樓恩德牧師 早堂：恩典，更像恩主 哥林多後書 3:12-18

132 517 649 132
馮浩鎏醫生 午堂：眾所周知的保羅 使徒行傳20:17-35

8月14日 呂君望牧師 用『心』跟從主耶穌  馬可福音6:30-44 129 381 510 332

8月21日 周健輝教師 為你的人生負責 路加福音9:57-62 122 389 511

8月28日 余志強先生 向高處行  彼得後書1:3-11 135 452 587

9月4日 樓恩德牧師 基督徒應有的教育觀 申命記 6:1-9 121 413 534 119

9月11日 呂君望牧師 安息中的事奉 馬太福音 11:25-30 114 417 531 354

9月18日 伍素娟教師 結好果子的人生  路加福音 13:1-9 111 410 521

9月25日 劉燕飛教師 連於基督的使命  哥林多後書 3:2-3 127 364 491

10月2日 樓恩德牧師 恩典的領受與顯明

彼得前書5:7-11, 

哥林多後書12:9, 

馬太福音10:8

481 435 916 316

10月9日
張佩茵姑娘 早：信靠的禱告 歷代志上 4:9-10 106 433 539 351

呂君望牧師 午：實踐大使命 馬太福音 28:18-20

10月16日 蕭寶環教師
結出聖靈果子 — 

實踐信實之道

何西阿書 4:1-12，

加拉太書 5:24-25
116 379 495

10月23日 潘善培長老 你如何回應神的呼喚 使徒行傳 26:12-23 130 411 541

10月30日 梁國權先生 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 耶利米書 1:1-10 125 385 510

11月6日 樓恩德牧師 恩典中的委身 約翰福音 7:14-18 123 405 528 114

11月13日 余志強先生 真理照亮 彼得後書 1:12-21 114 379 493 316

11月20日 黎偉慶教師 承傳價值觀 創世記 46:28-34 94 404 498

11月27日 李寶珠牧師 你願信心加增嗎? 路加福音17:5-10 110 383 493

12月4日 蕭寶環教師

早: 結出聖靈果子－

實踐溫柔之道

馬太福音11:29-30, 

民數記12:1-16
138 446 584 138

午: 結出聖靈果子－

實踐節制之道
哥林多前書 9:18-27

12月11日 劉燕飛教師 連於基督的恩惠 哥林多前書15:9-11 114 372 486 318

12月18日 伍素娟教師
萬福馬利亞-

由始至終唯一的見證人
路加福音 1:39-45 112 396 508

12月24日 
(平安夜)

呂君望牧師 沒關係 - 也沒關係 ? 路加福音 2:10 370 370

12月25日 
(聖誕節)

樓恩德牧師 榮耀的福音-最大的恩典 以弗所書 1:3-14 601 601

總數 6424 22332 28756 6342

平均人數 129 406 523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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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

到神面前。我也為此勞苦，照著他在我裡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西一28-29

感謝神讓我們在傳福音及栽培初信者的使命上有份。那人撒種、這人澆灌，唯有神叫他生長，神也

叫撒種的、澆灌的和收割的都一同快樂。2016年宣教部繼續在「佈道」、「差傳」和「栽培」三個主

要職事上彼此配搭，願更多人因認識基督，多結生命果子。

 

佈道事工報告（本地同文化福音事工）

1. 福音班：每主日早上，透過影音見證及福音性查經，與慕道朋
友一同認識福音，分享信仰生命。

2. 佈道訓練：

a)「第15屆第一階段成人三福」共3位肢體完成：謝玉霞、江海

洋、梁靜儀，出隊實習統計結果：

類別 出隊次數 接觸人數 決志人數 建立確據人數 決志比率 即時栽培人數

友誼佈道 50 50 28 12 76% 37

b)「第一屆青年三福」共3位肢體完成：陳駕麟、呂依靈、陳翠恆，出隊實習統計結果：

類別 出隊次數 接觸人數 決志人數 建立確據人數 決志比率 即時栽培人數

友誼佈道 10 10 4 3 57% 4

生活/街頭佈道 13 13 0 4 0 0

    願主繼續帶領這些小幼苗能在祂的愛和真理中茁壯成長。

c)「第一屆(聯合)三福故事編織法」本堂與九龍城堂、豐

盛堂及新蒲崗堂合辦，本堂共2位肢體完成：謝玉霞、林

子聰。

3. 佈道導師訓練：

a)「三福故事編織法

導師講習班」劉燕飛

教師、余志強傳道幹

事及李文湘執事經檢

證合格獲頒教師證書，可在堂會授課，裝備信徒。

b)「成人三福領袖講習班及高階段訓練講座」李俊邦弟兄經檢

證合格獲頒教師證書，可在堂會授課，裝備信徒。

4. 佈道活動

a) 6月4日(六)及12日(日)下午與「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

練中心」合辦佈道訓練。中心同工透過「珍貴福音」和

「福音單張」等佈道工具教授弟兄姊妺跟陌生人打開話

題、佈道技巧及工具運用等。訓練後，中心學員帶著我們

即時走到街頭及食肆作佈道實踐。兩次的佈道訓練分別有

16和15人參與。其中不少弟兄姊妹都是第一次參與的，真

是給了我們一次很好的街頭佈道實踐體驗。

宣教部2016年事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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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2月4日主日下午與香港三元福音倍

進佈道（「三福」）合辦尖沙咀區遍

傳，參與當天街頭佈道的本堂弟兄姊妺

共有44人（連同其他五間教會的弟兄姊

妹總人數共106人）。當天接觸180人，

談道63人，決志4人，建立確據6人，決

志率達7%。透過回應表，有15位本堂

弟兄姊妹表示樂意再次參與街頭佈道，

9位會考慮接受傳福音裝備訓練, 而有5位需看時間而考慮。是次街頭佈道弟兄姊妹的回應很正面，也增

強他們與陌生人分享信仰的信心。

 4. 支持佈道同工

沙田堂李培堅弟兄在<學園傳道會>全職事奉：感謝主讓弟兄在沙田堂得造就、成長，今年蒙神帶領

進入機構全職服侍本地大學生，作校園福音及佈道使者。本堂也邀請他在崇拜分享見證及定期發放分享

信。求主使用他，讓我們支持他的校園服侍，使更多人認識主、作門徒，也願弟兄的生命見證，成為我

們的激勵。

 

差傳事工報告（跨文化／跨境福音事工） 
 

A) 差傳教育

•「心繫宣教士」：年初教會鼓勵各團契關心一位宣教士，希望能從一個具體的對象開始，認識宣教

士的生命、日常生活、宣教工場的情況、服侍對象的需要等。本年有支持的宣教士包括在差會統籌

穆宣工作的阿拔、露得（路加團）；在「牛頭角」開展文化考察事工的小驢家庭（但以理團）；在

「啞鈴國」與學生們藉語言學習有生命交流的馬祈（以斯拉團、迦勒團）；在「雅卓族」翻譯聖經

的羊先生夫婦和今年誕下的小羊BB（Awana）；在日本服侍青年人的葉靜儀（提摩太團）；在約旦神

學院教學的嚴鳳山夫婦（尼希米團）；在德國漢諾威服侍華人的陳欣懿夫婦（彼得團）；在國內服

侍聾人的方舟（撒母耳團）；在非洲烏干達服侍當地人的劉偉鳴夫婦（約書亞團），願我們小小的

關心、代禱、奉獻也能為天國的事工獻上當盡的一分力。 

• 青年宣教營：教師與兩位年青人參與了由＜前線差會＞舉辦3曰2夜的「關愛穆

斯林青年宣教營」，不單對宣教開了眼界，也被其他教會對信仰和差傳充滿熱

誠的年青人激勵，感謝主！想起一首經典詩歌「將你最好的獻與主，獻你年青

的力量，穿上救恩全副軍裝，忠心為真理打仗。。。」

•香港教堂歷史行：於1月及6月分別參加了

兩次由區伯平牧師帶隊的「聖樂及教堂歷

史行」，走訪香港區多間歷史悠久的「老

牌教堂」，尋訪當年宣教士的足跡，這班

「洋鬼子」如何在香港向中國人傳福音、

建教堂，奠下今日教會的基礎。教堂的一磚一瓦，都見證著眾

多前輩們忠心服侍，建立教會的榜樣，要激勵這時代的信徒，

接好福音的棒，使教會繼續榮

神益人。

• 關心穆斯林：2016年6至7月為穆斯林一年一度的「齋戒月」，我們

繼續鼓勵弟兄姊妹使用《30 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祈禱手冊，在

齋戒月每天為他們禱告，期間也辦了三次聚會，鼓勵弟兄姊妹多認

識、關心主所愛圈外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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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地跨文化服侍

•本地跨文化服侍：透過參與本地差會一個名為「同鄉同您─香港鄰里服侍行」的周五晚恆常探訪，盼

望弟兄姊妹在日常生活中多認識、關注這些與我們在同一個社區中生活的少數族裔穆斯林鄰舍。今

年主要有教師和部長作先頭部隊，期待來年有更多弟兄姊妹加入。

C) 跨境事工：

•柬埔寨訪宣團（聯會主辦，短宣A團）：有牧者形容這個訪宣團為「宣

教展覽會」實不為過。在一個星期裡，能集中認識一個國家的歷史、文

化、福音狀況，又親身走訪宣教工場，與宣教士對話，是一個入門級

的差傳考察體驗團，今年本堂共有 4 位肢體參與，與其他生命堂的團

友，一同見證神的恩典與大能。

•柬埔寨迦密國際學校(KIS)助學計劃：繼2015年開始鼓勵弟兄姊妹奉獻

支持由香港辦學團體（IEAL）於2011年開始在柬埔寨辦的這所基督教

學校（現有完整小學課程，並已在2016開辦中一，本年度開學共有425位學生）。今年繼續推動助

學，盼望藉此將神賜給我們的福氣與遠方的朋友分享，讓更多在柬埔寨的兒童有機會接受良好的基

督教教育。今年共收到 48 位弟兄姊妹/單位回應，資助金額共 HK$138,977。

•本堂神學生暑期短宣：本堂陳綺珊

姊妹、馬靜思姊妹，及實習傳道張

佩茵姑娘，不約而同在暑假期間各

自前往非洲作2-8星期的短期宣教實

習，過程中弟兄姊妹透過奉獻、代

禱信、崇拜和祈禱會分享等，學習

與她們同行，一同關心各地的福音

需要。

 

栽培事工報告

1.  栽培主日（2月28日）︰有栽培員見證分享、2015年栽培
事工報告及頒發「2015年度栽培員訓練班」畢業證書：楊

麗汶、張舒、張淇殷、黃德泰、梁皓琳、祁建安。同日下午

「栽培員聚餐分享會」約40人參與：內容包括栽培材料介

紹、分組討論栽培疑難及關心守望禱告等。

2. 栽培員訓練：

a) 本年度「栽培員訓練班」：共8位學員完成。

 b) 開辦了第一次「栽培員訓練（侍長組）」課程，以「靈程步

步升（黃金版）」為課本，並集中講解長者需要、中國傳統

信仰等：共6位學員完成。

3. 陪談及栽培工作：感謝天父！2016年在得救人數上，不單只
在佈道事工上共有36人歸主；而教會的兩個佈道聚會及個人

探訪中，另加收割福音歸主朋友也有12人。哈利路亞、感謝

神把得救的人數天天加添給我們！各新朋友的栽培工作已大部

分配對及完成個人栽培，部分已入讀初信或洗禮班。願主繼續

帶領這些小幼苗能在祂的愛和真理中茁壯成長。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

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為此勞苦，照著他在

我裡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西一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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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踐踏，天上的飛鳥又來

吃盡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來就枯乾了，因為得不着滋潤。有落在荊棘裏的，

荊棘一同生長，把它擠住了。又有落在好土裏的，生長起來，結實百倍。」

                                  路八5-8上

撒種‧喜悅

懷著戰兢的心情，我們在2016年1月開展新事工——「幼

兒親子崇拜」，上主給我們出人意外的喜悅，每主日十多位

年紀約18月至3歲的幼兒，在其家長陪同下，一起用詩歌、樂

器、禱告敬拜天父。小小的年紀，聚精會神地聆聽聖經故事的

情境令人感動。「幼兒親子崇拜」是基教部及社關部協作的事

工，由社關部幼兒事工課程統籌AMY導師提供師資培訓，並在

教學活動、教材，給我們美好的建議及殷勤的支援，讓每主日

短短半小時的敬拜，成為馨香的祭呈獻上主。事工不但惠及本

堂恆常聚會的弟兄姊妹及其子女，更吸引新的朋友來到教會。「幼兒親子崇拜」的新朋友亦帶動幼稚級

（K1-K2）的參加人數有輕微的增長，在2016年9月份，數位「幼兒親子崇拜」適齡的幼兒升級到幼稚

級時，導師一致稱讚這群幼兒較以往的新生，更能獨立地參與教會群體的生活。但願福音的種子在每一

顆小生命，在每人一個願意親近上主的家庭，發芽、茁壯、成長！

基教部2016年事工報告

2016基教主日––同心事奉

幼兒親子崇拜––誠心讚頌

幼稚級––濟濟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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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挑戰

自2008年10月起採納AWANA（Approved 

Workman Are Not Ashamed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

一個以「向孩童傳福音，並訓練他們事奉神」為目

標的兒童及家庭事工，教會K3至小六的群體數目每

年都有穩定的增長。2016年的參加人數已突破80

人。兒童在遊戲中的奮勇，讚頌時的高聲，禱告的

誠摯，都是導師辛勞最佳的回報。AWANA家長中

有慕道的，有決志信主的，也有參加初信班和洗禮

班。我們不能自滿於眼前似乎很熱鬧的景象；因為世界的潮流，眼目的情慾，今生的驕傲，不難在瞬間

讓小小的心靈偏離生命的軌跡。成長中的屬靈生命，不只限在兒童。我們青年級的組員及組長（中學生

及大專生），初信班、普通話查經班的弟兄姊妹，同樣是屬靈生命受到挑戰的一群；功課、考試、各式

各樣的學校活動與比賽，是少年人在主日缺席的主要原因；升學、工作、健康、感情生活，都可能成為

青年人的網羅；成年人所遇到的引誘與試練更為複雜，無論牧師或是主日學的導師都苦口婆心不斷提醒

靈修、讀經的生活的重要性，然而，聽從的人不是大多數。荒謬的現象，人們寧願選擇虛擬的小精靈解

悶，也不願抓緊永恆不變的真理。惟以信心和禱告交託，人人「愛聖經，愛讀經」1，在真道上，與上

主相遇、相知，建立永遠的關係。

AWANA––奔跑不倦

AWANA家長––孜孜不息

成年級導師––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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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承傳

「那落在好土裏的，就是人聽了道，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裏，並且忍耐着結實。」

                              路八15

每次看到成年級的導師，都為他們感謝上主。他們一生忠心，每主日堅守崗位，永不言休。成年

級多有年長的兄姊，參加人數穩定在四十多人。即使路途遙遠，行動怎樣不便，似乎無阻這班兄姊愛慕

上主話語的心。行在主道，到老不偏離，似是艱難，又是容易。主耶穌說：「讓小孩到我這裏來，不要

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

進去。」2教導孩子，教導屬靈的小生命，卻要祈求上主保守我們的心，常常像孩子般的純全、善良、

謙卑、仁愛、喜樂與信靠。教導的服事，充滿挑戰，也滿載喜悅。我們各年齡層都需要導師，你準備好

嗎？你願意接棒嗎？你聽到上主的呼召嗎？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

引到神面前。                                                                         西一28

1 本堂全教會2016年9月開始參與中國神學研究院舉辦的「生命之道」之口號。
2可十14-15節錄

圖書館小組––默默耕耘

初信班導師––悉心教導

青年級––生命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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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2016年各團透過相交、神的話語，彼此建立，在主愛中成長。初職弟兄姊
妹按需要及穩定的人數，成立了約瑟團；而於早年跟隨葵福開展事工的尼希米團，轉型為
小組及使用其他名稱運作。

青少年組

提摩太團

2016年的主題為Inside Out，鼓勵團友實踐教會全

年主題「連於基督，多結果子」。就個人而言，我們期

望團友能在靈命上有所成長，並培養良好品格，以致能

於家庭、學校及其他圈子中作好見證；就團契而言，我

們希望團友有更穩定的相交生活，從而加強群體的凝聚

力，再一同實踐大使命 - 傳福音。

過去一年，除了有查經、寶劍練習、戶外週及遊戲週等聚會外，還特意按著主題安排了數個新的週

會。

在「Inside」方面，我們新增了「Team Building」週會，讓團友經歷團隊合作及體會其重要性，從

而加強歸屬感。我們又有「包剪揼」活動，與團友一同製作小食，從而學習互相分享。我們更設立了

「菓然系」週，每季定期探討各聖靈果子，提醒團友要在生活裡活出信仰，結好果子。

在「Out」方面，我們先後進行了兩次「微笑行動」，於社區內派發禮物包及單張，將正能量和基

督的愛與人分享。另外，我們參加了烏都日營，通過帶領活動及準備禮物，讓團友嘗試接觸南亞裔的肢

體，學習關懷不同背景的人。於平安夜，我們更參與教會的「孩子也來聽福音」佈道活動，協辦攤位遊

戲，向小朋友傳講福音，實踐大使命。

這一年看見團友各方面的成長，從被動到主動、膽小到勇敢、疏離到凝聚……不得不讚嘆神的恩

典。盼望未來團友能繼續投入團契生活，在這個家裡彼此勉勵，一同成長！

約書亞團

感謝神在過去一年的帶領！約書亞團2016年的主題是

「What神使．果燃翁」，希望通過不同週會活動與團友一

起思考主在團契、社會和世界給我們的使命，並嘗試一同實

踐，將不同屬性的聖靈果子發揮出來。不單在教會，同時亦

走進社區，關心世界。

在一至四月我們先與團友以屬世與屬靈的角度檢視自己

的信仰生活，例如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情緒管理及信徒對成

功的看法，並以活動來增強團友間的合作和凝聚力。在五至

八月選擇了數個社會議題及時事探討，如異端、環保、英國

脫歐等等。在八至十二月認識了一部分世界議題，更邀請了不同的人來分享宣教經驗。我們也一起探討

了宗教改革歷史，及以遊戲形式體驗不同宗教的習俗文化，並鼓勵弟兄姊妹一同實踐使命。

十月初舉行的生活營可算是最難忘的活動。生活營以露營方式舉行，大部分負責人和團友更是第一

次參加露營。在對露營毫無認識的情況下，靠著主的帶領，天氣出乎意料地風和日麗，團友在兩日一夜

的營會也很投入。透過一起搬運物資、紮營、煮食、遊戲和敬拜，讓我們有不少彼此服事、認識和相交

的機會。

約書亞團雖然人數不多，但大部分團友越來越投入團契，主動分享教會以外的生活近況，並以禱告

彼此守望，成為彼此的同路人。來年希望繼續增強在主愛裡的凝聚力，更多關心團友、教會和社區。

團契部2016年事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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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青組

撒母耳團

撒母耳團2016年的主題為「聚精會神」，希望透過輕

鬆的團契生活帶出聚集尋找、「會」神。週會內容主要為查

經、聚餐、靈修分享及外展活動等，平均出席人數約10人。

雖然人數少少，團友也投入參與，彼此分享，互相代禱，同

行天路，感謝天父。

但以理團

蒙神恩典，但以理團契在2016年的平均出席人數

約15人。今年藉著參與教會所舉辦的活動，如“聲•

樂齊鳴”及“聖經問答比賽”，使大家凝聚在一起，

彼此建立合一的心； 除此之外，更透過不同的週會主

題使我們對其他宗教有更深認識，為隨時向不同對象

傳福音而裝備。新一年團契盼望繼續凝聚力量，作光

作鹽。

成年組

以斯拉團

感恩在神的帶領下，以斯拉團在每月兩次的聚會中，逐步成長，不論成年團友或他們的子女都慢慢

地建立屬靈的團契生活。本年度的出席率穩定，全年平均出席人數為25人。此外，本年度有一位團友

受洗，同時，也有新團友陸續加入。

團契2016年查考的書卷為《傳道書》，讓團友一起學習「活在日光之下」卻「行在日光之上」的

感恩和順服的功課，從「金錢」、「地位」、「享樂」、「物慾」及「良朋」等不同主題領悟《傳道

書》中的智慧。

今年團契也安排了不同的專題及工作坊，與團友一起探討多個切身議題，包括家庭崇拜、繁忙生

活、復活節反思及內地教會現況等。另外，本年團契亦邀請了宣明會到我們週會，透過工作坊及遊戲，

讓成人和小朋友都對落後地方的貧窮狀況有更深入的了解。

當然，也少不了郊遊活動。於農曆新年及聖誕節期間，分別安排了行山及參觀農場，讓團友有美好

的肢體相交時間，也藉活動作外展平台，接觸團友的家人和朋友。

隨著兒童團契Ezra  Junior裡一班活潑可愛的小朋友日漸成長，團契亦給予他們更多事奉的機會，包

括兒童詩歌崇拜時間，透過詩歌使他們體會感恩與讚美神。另外，團友們仍繼續透過「斯拉飯局」，於

午飯時間短聚，彼此聯絡交通。

求神堅固團友們的心，在忙碌的家庭、工作和教會事奉生活外，仍能按主的教導，持守團契生活，

分享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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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團

2016年是尼希米團契弟兄姊妹服侍與領受神恩

典的一年、大家看到葵福的需要與自己的不足、團員

繼續報讀“三福”、“故事编織法”、“讀聖經學英

文”班、“生命之道”、“和平之子社區關懷訓練計

劃”、“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申請”訓練、“但以理

學院雙職傳道初班”裝備課程、“香港萬國兒童佈導

團教會兒童事工教學法”、“靈美畫班三期導師訓

練”、“香港讀經會兒童導師訓練”來裝備自己。

其實今年弟兄姊妹所裝備的都可以被神使用，在神的事工上學以致用之餘、也讓大家生命得更新，

具體的經歷到神的帶領，昔日被服侍的今日能主動去裝備及服侍別人，全是神的恩典。

雖然今年是尼希米團在葵福的最後一年，往後將改為以小組形式運作，“尼希米團契”這個名字亦

正式交回總堂再作安排。但看到弟兄姊妹過得很充實，也不斷在服侍中成長，彼此配合，團員之間亦建

立了默契去互補不足。另外，更感謝尖沙咀總堂的支持及總堂弟兄姊妹的支援，令我們感受到葵福從來

不是孤軍作戰。

神總有祂的旨意，恩典夠用，萬事都互相效力，縱使未能再與總堂各位走在一起，但基督的大愛永

遠也維繫著我們，感謝神！

路加團

2016年團契的主題是「動！起來、事奉」，目的是培育

查經組長及透過禱告，讓團友互相守望。

本年度團契關心兩對宣教士夫婦，分別是John  and Ruth 

Chan及阿拔露德，透過禱告及奉獻，支持他們的宣教工作。

另外，團契於4月份舉行宣教士影片分享，了解宣教士的生

活、工作及面對的挑戰。團契也於6月份邀請短期宣教中心

分享個人談道的方法，裝備團友對傳福音的認識。

外展事工方面，團契於4月份參與葵福的“愛心飯堂”

事奉，共有6位團友出席，其中3位團友持續參與，長期服侍

該區長者及支援福音事工。團契亦於九月份參與中秋探訪，共有7位團友及其家人參與，探訪有經濟困

難的家庭，了解他們的需要，並表達教會對他們的關心。

本年度共有四次查經聚會，以約翰福音的比喻為查考內容，分別是農耕的比喻（約四：35-42）、

主的羊的比喻（約十：1-6，25-29）、小麥子的比喻（約十二：23-25）及真萄葡樹的比較喻（約翰

十五：1-10），認識信徒與主的密切關係及上帝對信徒的期望。同時，亦透過預查經文及帶領查經，裝

備團友成為查經組長。

為加強團友之間的聯繫及接觸其親友，團契亦舉辦一些聯誼活動，如3月份的戶外週，穿越香港仔

水塘；10月份的愛筵，讓團友邀請親友參與聚餐，認識教會。

聚會組合及時間方面，團契設有兩個細胞小組，每月聚會一次，內容有專題探討、查經、分享祈

禱、聚餐及郊遊等。一小組於第二主日下午聚會，而另一小組於第四週之星期一晚舉行，平均出席人數

約小組人數的一半。合團團契聚會則定於第一主日下午，平均出席人數約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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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團

感謝神！上年度彼得團團友出席平均有23人

左右，且新朋友參與後繼續穩定出席。年初開始鼓

勵團友起來事奉，目標是每位團友最少參與一項服

侍，團友亦積極回應，參與派糉及葵盛愛心飯堂義

工服務等。

細胞小組分為三組（仁愛，喜樂，和平），使

用蕭教師編的約翰福音—耶穌說的七個「我」為查

考內容；另外，團契內查經週會以查經組長訓練為

主題，目的希望裝備團友學習擔任組長事奉。

數算過去一年都是恩典，有團友受洗加入教會，有患病團友得醫治見證神，歸榮耀與神，並學習禱

告守望令團友內聚力都加強了。盼望大家繼續在主裡成長。

長青組

迦南團契

團契每週四下午2:30聚會，團友多為退休人士

和家庭主婦，今年平均出席人數約40多位，比去

年增加約8位，大多是新來教會的朋友，或由教牧

轉介參加本團契。感謝神的恩典，新朋友來到團

契之後，也很容易融入團契的生活，喜歡留下。

團契聚會的內容主要是講道，每月有兩次；

其他不乏一些適合長者的趣味性聚會，例如：遊

戲日、小禮物製作、詩歌讚美、聖經問答比賽、

專題講座、長者一日遊、宣教士分享等。特別感恩的是，於十二月一次「年終感恩」聚會中，出席的

50多位團友，幾乎每個人都公開分享他們在神裡所蒙的恩典，體會到他們在教會裡都有成長，實在是

莫大的恩典。

我們要感謝神的，是團契在伍素娟教師及吳李慶華師母帶領之下，團友都非常愛護這個團契，今年

更有呂吳靜嫺師母加入協助，加強了事奉團隊，全是神的恩典。

迦密團契

2016年迦密團契跟隨教會主題：連

於基督、多結果子。

團契的活動有迎新會，介紹新年度

職員和組長；有新年新願望尋寶遊戲、

聖經問答比賽、宣教分享、介紹生命之

道課程、醫療講座、講道週、生日會。

今年的生日會有兩次，上半年生日會在

六月份舉行、下半年生日的在十一月份

慶祝，有生日蛋糕及聚餐。平均出席人數為57人，兩小組查經人數大約34人。

於四月份和十月份都有戶外活動，包括前往啟德遊輪碼頭、港島海防博物館。

本團是一個充滿活力、關愛洋溢的團契，我們每月都有兩次關顧團友們身、心、靈的需要的時刻，

無論健康、軟弱、患病我們都互相彼此代禱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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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勒團契

迦勒團在2016年的聚會，主要是對我們

教會的長者會友的身、心靈更新，使得團友弟

兄姊妹對上帝有更正面的回應，更多為我堂及

會友禱告，鼓勵參加週一早上祈禱會，多讀聖

經，現時已有初步效果。週一早上祈禱會，恆

常出席已經有30多人，而團契每次聚會人數

亦略有增加。每次團契聚會前的聚餐為長者團

友解決午餐問題，讓弟兄姊妹們在聚餐時段更

好地相交；每月聚會對宣教士的奉獻支持，令大家對宣教的工作有更多認識，祈望2017年團友們更愛

主，更愛教會，實踐大使命，大誡命！

長者一日遊

一如以往有近60位長青級肢體、家人和教牧參加。今年於4月21日上午先前往大嶼山迪欣湖公園遊

玩；午膳於元朗大榮華酒樓，享用特色名菜「九大簋」；，下午參觀元朗公園及其中的百鳥塔。感謝

神，全日有合宜天氣，適時賜下陽光，讓參加者能在大自然中領受造物主的恩典，並與三五友好在怡人

環境中有美好交通代遭，互相關心，使彼此感情得以加深，願神的名字得榮耀頌讚。

敬老主日

敬老主日於月日舉行，受敬長

者人數225位，出席人數105位，午

膳筵開22席，節目後有呼召，有四

位賓客決志信主，為是次聚會順利

進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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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事工

「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

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

先，當記念造你的主。」（傳十二1）

2016年正正是透過不同的途徑，希望讓

年青人藉著「認識所信」，與基督結連，同時

亦藉著「實踐所信」，能夠多結屬靈和福音的

果子。

承接2015的探索，並透過團契部的執

事、兩位導師和樓牧師的鼓勵和推動，一班初

職的弟兄姊妹，終於憑著信心，今年十月決定

從下年開始由「小組」進升為一個正式的「團契」，命名為「約瑟團」；寓意他們在職場上都能像約瑟一

樣，忠於所信，在工作的崗位上和家庭裡皆可成為美好的見證。感恩過去一年，每次聚會，都是弟兄姊妹

主動輪流負責，也在導師的協助下，分別有「主題探討」和「經卷研習」。他們今年努力的目標是完成查

考《傳道書》，在他們完成查考的一刻，實在令人振奮 — 除了見證他們每次用心預備外，最重要還是他們

願意扎根在神話語的心和彼此鼓勵的態度；同時，他們更自組參加「生命之道」，增加對聖經的認識。此

外，他們也有不同的聯誼活動和服侍項目，讓他們可以彼此建立和祝福他人。

在學的少年人，同樣透過每主日Younited的活動，以互動的形式，幫助他們投入教會的生活和真理的學

習。今年除了過去「查出『真』相」的小組查經和講壇教導外，還鼓勵少年人透過選讀的經卷，包括上年

未完成的《出埃及記》，今年開始選讀的《傳道書》、《約書亞記》、《士師記》和《腓立比書》，按著

本堂編製的靈修進度或《伴你高飛》作靈修的內容和材料，也透過《靈命日糧》的專輯，無論是閱讀版，

或是訂閱版，都希望加強少年人個人靈命的培育，盡量配合不同屬靈程度少年人的需要。十月開始有部份

的青少年，至今已包括組長、組長、導師、大專大學生、甚至初職信徒，開始以《每日活水》作為個人安

靜和默想之用，希望藉此能夠更有系統地建立青少年對個人追求神話語的生命。

相交及信仰和生活的結合，同樣是建立少年人的重要方向，今年加插了信仰基要，以《福音要道》的

內容，作為認識所信的框架，每次皆以輕鬆的活動和分享，

幫助他們具體明白。七至八月也再次啟動「青年作主門徒」

課程，為預備他日考慮受洗的年青人，打好信仰的基礎，今

季一共有七位參加者，當中，除了需要出席所有課堂，更要

每週環繞《約翰福音》完成靈修扎記，課程不但幫助年青信

徒解答信仰上的解難，彼此的分享，更彼此豐富了思考信仰

的領域，其中兩位已經決定受洗。整體堂會的青少年，經過

導師和組長的建立，他們的關係也開始熟絡了。

本年不可不題的是暑假的YOUnique營會，可說是延展上

年營會主題「唯有耶穌」，弟兄姊妹經歷如何依靠主，將不

可能變為可能。一班組長於2015年已計劃為少年人籌備一

個從生命成長，到生命的反思，藉著主題「活出真我」，和

副題「同自己做朋友」、「同家人做朋友」、「同同學做朋

友」和「同耶穌做朋友」，讓少年人勇於活出創造者創造他

們的本相，學習接納自己，並靠著那真正可以加給他們力量

的主，不斷成長，建立「真我」。整個營會都是由組長、導

師和相關的執事，以一年的時間設計和籌備活動，並一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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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負責帶領所有的活動。過程中，不單讓籌委，更

讓赴會的年青的信徒，藉著音樂和見證，向未信的

年青人分享他們自己的經歷，透過共處和向他們的

服侍，實踐耶穌的愛。

於閉會禮上，所有的青少年不禁讚嘆這次的經

歷，實在是神的恩典。營會的「重聚日」，也繼續

藉著福音信息「活在真愛」，讓青少年明白他們要

好好建立自己，唯有得著真愛；而那不變永恆的

愛，只可源於那永恆的上帝。另外，我們還結集了

一班精銳部隊，參加了一個福音性的War  Game活

動，當天的信息，也幫助參加的青年人，思考自己

信仰的歷程，也建立了更好的團隊精神。除了推動

堂會的青少年活動，今年暑假，也配合了聯會「天路．十年」的佈道運動，不但在場地和音響上支援，

更協助音樂佈道訓練的籌劃和練習。

青少年的生命建立可說是相輔相

成，就讀大專大學的弟兄姊妹，在服

侍少年人的過程中，也見證著他們的

成長，現在他們已經可以更懂得在自

己的事奉崗位上籌劃活動。7月初，

也為組長安排了退修，主題是「再思

恩約」，讓他們從詩歌和經文，思想

「耶穌是生命的糧」（約六22-40；

41-59）、「我的禱告生活」（書十

12-14）、「我的生活所思」（太六

33）和「我在主前的信心」（雅四

13-15），檢視自己的屬靈生命和回

顧過去事奉的點滴，如何繼續依靠神

在事奉上得力。

祝福差遣禮自2014開始，今年已經是第三屆，

除了透過退修、約談、交流祈禱會和於週三祈禱會

中作見證分享，準備青少年面對新的轉變，更加強

他們對教會的歸屬感和使命感。6月「祝福差遣」

前，也安排家長祈禱會，並邀請家長在年青人的見

證分享後為自己的年青人祝福祈禱。此外，也有三

位高中畢業生，回應了「生命培育資源中心」暑期

活動的福音需要，一起設計「夏日尋寶之旅」不同

的活動和遊戲，引導小朋友一起「尋寶」，包括

「自己」、「家人、朋友」和「耶穌」，希望幫助

小朋友懂得珍惜、知足，也能認識那愛他們的耶

穌；同時，幾位弟兄姊妹更協助帶領課程，讓小朋

友從真實的經驗中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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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幼小到年長的，也是建立

青少年的目標。今年年青人於教會

的敬老主日，除了收集受敬長者的

代禱事項為年長的弟兄姊妹祈禱

外，更預備了三款手動的按摩器給

沙田支堂、葵盛福音中心有需要的

長者，作為小小的心意，隨禮物還

附上青年人親手製作和署名的心意

咭，為他們送上祝福。

看見主的恩典都成為大家年日

的冠冕！

其他小組

尖 沙 咀 潮 人 生 命 堂 籃 球 隊 ， 命 名

為”DRIVEN  LIFE  BASKETBALL”，逢星期

二晚上，為信徒及非信徒提供同享及支援平

台。希望從活動細節，尋找推動生命的泉

源。

男士小組（60歲以上）於2010年

成立，主要以迦密團的弟兄為骨幹，也

有一些其他團的弟兄及沒有參加團契者

參與。平均有10人出席， 每兩個月一

次，主要是每月第二個周二晚上。內容

有專題討論及祈禱、晚餐分享，各弟兄

都投入參與。

弟兄小組今年重新召開，每月一次於周

末下午舉行，主要為40歲以上沒有參予團契

的弟兄，平均有6人出席。內容有查經、專題

討論、愛筵、戶外退修、肢體分享及祈禱，

使肢體間逐漸建立弟兄情誼，彼此扶持，互

相代求，同走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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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10：25-28告訴我們，關顧的課題

重點不是頭腦上知道很多聖經的知識，或明白聖

經的要求；而是能夠切實履行「盡心、盡性、盡

力、盡意，愛主我們的神」，又愛鄰舍如同我們

自己。

如何做到愛神、愛人？主耶穌用了好撒馬利

亞人的比喻作為說明。

真正的憐憫乃是發自內心。當撒瑪利亞人看

見那個落在強盜手中，被剝去衣服，打得半死，

丟在路邊的人時，他就動了慈心。從經文所見，

傷者並無請求過路的人可憐他或幫助他，但撒瑪

利亞人看見他的遭遇就生出同情來。是否每個人

看到別人遭遇不幸都會產生憐憫，同情之心呢？

不一定。很多時，我們會循理性的角度去分析或

評斷，而不會設身處地去感受當事人的境況，有

時甚至會像比喻中的祭司和利未人般，無動於

衷，或裝作不見，為甚麼？因為我們覺得這類事

情在社會上常有發生，我們已經麻木了，何況那

些受害人又與我們無關。

事實上，憐憫是一種操練。如果我們經歷過

被憐憫，便較容易去體會別人的難處，同情人的

心亦會慢慢培養出來。一個人對蒙憐憫的經歷感

受越深，就越懂得憐憫別人。我們作為基督徒的

都經歷了神的憐憫，如果我們對神的愛有真切的

領會，就會明白自己是有責任去憐憫其他人，尤

其是那些落在困苦、患難之中，有需要的人。

愛是行動是無私奉獻的。撒瑪利亞人看見那

受傷的人便立刻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不

曾考慮對方是否值得幫助。出於愛的行動是自發

的，會看對方的需要而非他的身份或背景；會懂

得分辨事情的輕重，知道甚麼是該做的；不會去

考慮自己會否被連累，或惹來不必要的損失或傷

害。

愛的行動是有始有終的。比喻中的撒瑪利亞

人將傷者囑託旅店主人照顧，臨行前還付了錢。

在人看來，他這樣對待一個陌生人可說是仁至義

盡，但這撒瑪利亞人卻不是這樣想，他記掛著傷

者的需要，甚至承諾會回來付餘下的費用。由此

可見，真正出於愛心的行動可以超越責任，而且

有始有終。

從這個比喻我們看到，人若要承受永生就

要學那撒瑪利亞人一樣，將大誡命的道理實踐出

來。要有一個憐憫人的心和有愛的行動，不是一

朝一夕可以做到的，須要多練習；關顧別人生命

的成長，也須要不斷學習和操練。

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成立了關顧部已有

十三年間，教會開展了有系統的關顧工作。福音

性及關懷性地探訪肢體、主日崇拜的招待工作、

會友的喪葬事宜及會友在生活難處上的關心等。

關顧部擔當了傾聽、安慰、扶持及給希望者幾個

重要的角色。靠主的恩典，2016年完成了一年的

事工。現簡單的向弟兄姊妹匯報這一年的工作，

讓我們同頌主恩：

(1) 肢體的關顧工作

因教會聚會的人數愈來愈多，肢體的關顧工作相當重要。2017年，關顧部在CRM系統作了統計，

會友的年齡層集中於四十一至七十歲，在關顧的工作上有極大的需要。關顧部期間嘗試接觸沒有回教

會聚會的肢體；另外，印製了四款的生日咭，在肢體的生日送上從神而來的祝福，一方面關心肢體，同

時也可與久未回來的肢體接觸，了解他們地址有否搬遷，能更新教會的資料。關顧部亦去電肢體家中問

候、關心，表達教會對他們的關懷，在分區祈禱支持小組亦會關心各區參與人數及情況。

2016年關顧部辦理十七次的安息聚會，一次是非會友，十六次是本堂的會友，透過信息及詩歌，

讓家人得著最大的關心及慰問。此外，關顧部因應弟兄姊妹的需要而寄上祝福問候、感恩、問安代求的

心意咭等。讓弟兄姊妹感受在患難及困難中的愛與問候。在十七次的安息聚會，感謝神的恩典，當中有

四位家人決志信主及六位回教會聚會，四位家人現正在教會接受栽培工作。

關顧 –– 設身處地的感受

關顧部2016年事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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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朋友的關顧工作

按2016年的統計，全年回教會崇拜的新朋友達至

一百七十一位。

為有效跟進新來賓參與教會活動的情況，若新來賓在

地下招待處留下地址和電話號碼，教會辦事處同工便記錄其

聯絡資料於會友系統內。此外，關顧部會使用「崇拜出席拍

八達通咭」檢視新來賓的資料，統計後交團契部跟進，以動

員各團契積極關顧新朋友的工作，並聯絡福音班鼓勵新朋友

參與；而探訪組的同工亦與他們聯絡、探訪，有機會將福音

傳給他們，關顧部相應配合三福工作，例如約新朋友出隊佈

道，當中更有人決志信主，願榮耀歸於神！

關顧部在每週收到新來賓的資料時，便在該星期內向他

們發出教會的歡迎信及新人咭，寄給新朋友。

新朋友出席崇拜統計人數（表一）
2016年各月份 新朋友出席人數

1月 29

2月 11

3月 16

4月 20

5月 9

6月 5

7月 4

8月 18

9月 5

10月 22

11月 22

12月 10

總人數 171

（3）招待方面

關顧部在2016年招募了新受浸的弟兄姊妹成為招待員。目前我們約有60多位的招待員。另外，亦

訓練一些新加入教會的肢體學習關顧的工作，如關顧部與團契部、宣教部及基教部合作，特別讓團契部

的弟兄姊妹在相關的團契作關懷大使，接待及關顧新朋友。除此以外，教會也開展了關顧探訪事工分享

會，讓弟兄姊妹認識明白關顧工作的重要，並訓練弟兄姊妹在招待的工作上更有效的服侍及更新招待工

作。

（4）探訪事工

在2016年，探訪組有五組，有些新

的肢體加入作探訪員，故有些組員可以

休息。探訪隊現有教牧、長老、執事及

弟兄姊妹共16人。

2016年，關顧部探訪組在周五例行

探訪了172個家庭，落實推動信徒彼此關顧，在主愛中彼此建立。探訪隊每星期都出隊探訪會友，牧師

及兩位長老施聖餐，藉此關心教會的肢體。其中，潘長老一組的探訪對象多為生命培育資源中心事工的

家長。

在崇拜出席點名上，我們發覺有不少的會友，因為身體軟弱的原故，很久沒有返教會聚會，在周間

2016年探訪組組別

呂牧師

馬玉鳳姊妹

伍素娟教師

蕭教師

梁皓琳

黃艷紅

錦宜教師

陳偉明長老

馬楚芳姊妹

劉教師

潘善培長老

靳慧芝姊妹

黎教師

楊麗芳執事

李慶華師母

王玲儂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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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教師探訪那些不能返回教會聚會的會友，當中看見他們

得到很大的安慰、幫助和鼓勵。

在2016年教會的周間探訪有284次；當中有家居探

訪、醫院探訪、老人院探訪及福音探訪。從以上的數字讓

我們看見教會年長及體弱多病的會友，需要極大的關心及

探望。三福佈道及肢體多關心家人在信仰上的需要，他們

多了邀請教牧作福音探訪，藉探訪將福音傳開。

教會同時希望接觸到要上班的弟兄姊妹，蕭教師在每

周致電關心有需要的肢體，傾聽及關心弟兄姊妹的需要。

在2016年用電話關心肢體有695個單位。

2016年關顧部與團契部合作，推動年青弟妹探訪教

會獨居及身體軟弱的高齡會友，讓年青一輩能學習服侍年

長的弟兄姊妹及有更多溝通機會，同時也能更有效發揮肢

體的互相關顧工作。

關顧部現時邀請三位姊妹分別定期探訪二位資深會友：連淑芬牧師、曾妙端執事，神的憐憫臨到祂

的使女身上，看見她們在院舍的生活，肉身上的需要得到照顧，而心靈上的需要，關顧部希望能夠盡力

提供，透過唱詩、讀聖經及祈禱，讓神的使女得到在靈裡的餵養。

電話關心
2016年各月份 電話關心肢體

1月 58
2月 50
3月 50
4月 64
5月 64
6月 60
7月 68
8月 59
9月 30
10月 66
11月 64
12月 62

總單位 695

探訪隊週五出隊訪家庭統計/周間探訪
2016年各月份 週五探訪家庭 週間探訪

1月 18 14

2月 9 15

3月 14 26

4月 24 25

5月 15 21

6月 15 24

7月 暑假休息 36

8月 暑假休息 18

9月 17 18

10月 18 22

11月 22 40

12月 20 25

172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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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福利事工

　　靠著神的恩典，關顧部能夠更有效率地幫助到有需要之弟兄姊妹。過去一年，教會在長者的交

通津貼、生活物品支援、家庭支助福利金及醫療費用上幫助弟兄姊妹。

福利金收支表： 

2015年度結存 $1,030,290.69

收入 支出

1月 10,671.00 5,510.00

2月 17,115.00 8,971.00

3月 22,115.00 5,668.00

4月 8,310.00 8,965.00

5月 9,840.00 5,959.00

6月 10,010.50 8,850.00

7月 11,628.28 6,058.00

8月 11,880.00 12,247.00

9月 7,559.00 9,174.00

10月 6,517.00 12,517.00

11月 13,565.00 9,019.00

12月 12,385.00 12,253.40

2016年全年 141,595.78 105,191.40

2016年度結餘 36404.38

2016年度結存 1,066,695.07

關顧的工作主要在建立一個基督徒關懷團契，透過團契內的人去關心團契外的人。教會關顧工作應

當以全人為焦點，不應只是關心人靈魂的靈性，而不在意身體或生活的實際面，但也不是只著重在物質

層面和身體這部份。關顧工作所關心的是全人整個生命，因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顧念我們一切的需要和

痛苦，無論在何種環境下，無論是身體、心靈或社交上的需求，因此教會必須跟隨祂的腳蹤，引領人憑

藉恩典，活在我主耶穌基督的祝福下，活出真正人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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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事工：

1. 1月6日美國Nyack College 美亞恩聲由林嘉禧博士
帶領到港交流，於週三祈禱會領會獻唱，並見證分
享上帝信望愛的信息。

2. 2月8日新春崇拜，早、午堂詩班聯合獻唱。

3. 2月21日汕頭市基督教會第六詩班來訪，詩班員50
多人，連家屬約100人參與本堂早堂崇拜，並於早
堂崇拜獻唱三首詩歌。

4. 3月25日聖歌團、少年詩班於受難節獻唱。另聖歌
團、少年詩班及成年詩班參與復活節崇拜獻唱。

5. 5月15日的聯會主日，本堂早、午堂詩班與九龍城
堂轉換詩班事奉，彼此服事。九龍城堂的『恩頌詩
班』於當天在尖沙咀堂的早堂崇拜中獻唱，而本堂
早、午堂聯合詩班則在九龍城堂的上午9時崇拜中
獻唱。

6. 6月18日與宣教部合辦，邀請了區伯平牧師領隊，
帶領我們16位弟兄姊妹參加「香港教會歷史行導賞
訓練」。

7. 7月3日聖樂主日，早午堂聯合詩班獻唱。中午聖樂
部團友及家人一同於3樓聚餐。下午2:30，舉行聖
樂分享會，邀請了林嘉禧姊妹、李恩添執事和劉永
生先生擔任評判。不少弟兄姊妹參與獻唱或獻奏，
大家都很享受在主裡的分享，也可以讓有音樂恩賜
的肢體一展所長。

8. 7月20日下午，兒童詩班獲邀由聖樂服務社於觀塘
浸信會舉辦的第二屆3D兒童音樂工作坊中獻唱，有
14位兒童詩班員出席。聚會中除了獻唱外，兒童、
導師和家長分別參與不同的專題講座。

9. 9月2日晚上，聖樂部與新心音樂事工於本堂合 辦
敬拜讚美會，內容有詩歌、見證、信息，本堂聖歌
團、敬拜小組和少年詩班組成聯合詩班獻唱。

10.  10月2日汕頭市基督教會第一詩班及其家屬共241
人參與早堂聖餐崇拜，聚會中獻唱5首詩歌。

11. 11月5日舉辦聖樂部退修會，於粉領浸會園舉行，
由上午10時至下午5時30分。聖歌團、成年詩班、
少年詩班共40人參與，當中有樓牧師訊息分享、
劉永生先生帶領靜修、個人詩歌分享和小組分享祈
禱，大家有美好的靈裡相交，各團友均享受這次聚
會。

12. 12月25日聖誕主日聯合崇拜，當天聯合詩班：包括
聖歌團早午堂詩班、成年詩班、少年詩班和兒童詩
班於崇拜中獻唱，及樂器組獻奏。

參與特別聚會、婚禮及安息禮拜獻唱：

1. 1月9日敬拜小組聯合少年詩班於劉澤鏘弟兄及何少
文姊妹婚禮中獻唱。

2. 4月30日晚聖歌團早、午堂聯合詩班參與教會培靈
會獻唱。

3. 10月29日晚聖歌團早、午堂詩班參與沙田支堂的
「銀禧禮讚」感恩崇拜聚會，獻唱3首詩歌， 其中
一首與沙田支堂弟兄姊妹聯合獻唱。

4. 12月10日聖歌團早、午堂詩班參與馮卓成弟兄婚
禮獻唱。

5. 本年聖歌團及成年詩班共參與了十次安息禮拜獻
唱。

除參與事奉獻唱外，聖樂部也致力於對詩班員的
培訓，期望透過培訓、造就，讓弟兄姊妹在事奉上更得
力、更美好。本年度的培訓方面如下：

1. 1月5及12日舉辦了「導唱入門」訓練班，由沈凜
聰先生任導師，早堂、午堂詩班員、葵盛福音中心
弟兄姊妹，共20位學員參與。

2. 劉永生先生於本年有四次舉辦「導唱演練班」，為
預備於崇拜中任導唱的肢體進行指導及練習。

3. 9-11月與基教部合辦，劉永生先生和沈凜聰先生教
導的主日學課程「崇拜研習再探」於11月26日完
成，有11位報名，平均出席7-8人。

4. 11月沈凜聰先生教導的小組聲樂班，給新詩班員學 
習發聲技巧。 

展望2017年，聖樂部繼續鼓勵更多弟兄姊妹起
來，以音樂事奉神，亦會延續培訓，舉辦境外聖樂交流
和退修，除了靈性上的造就，也加強音樂造詣的培訓，
讓弟兄姊妹在事奉上更得力、更美好，同心朝往『同心
敬拜、榮神益人』。

聖樂部2016年事工報告

    2016年聖樂部本於『連於基督、多結果子』的教會主題，鼓勵弟兄姊妹參與各項聖樂事
奉，當中我們有恆常的獻唱，也參與特別、聯合聚會的事奉，讓弟兄姊妹們經歷連於基督，同
心服事的美好。我們也參與婚禮、安息聚會的獻唱，實踐使徒保羅的教導：『與喜樂的人要同
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羅12：15），學習向喜樂的人送上祝福，向憂傷的人送上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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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ifeKids幼兒事工
i. LifeKids 品格課程

我們本著「生命培育從幼兒開

始」的理念推行幼兒品格教育，「學

前九型品格培育Playgroup」和「兒童

靈美創意課程」是LifeKids幼兒事工

的主要課程。「學前九型品格培育

Playgroup」由中心幼兒事工統籌林美

艷老師負責編寫及任教。主要透過品

格故事、美藝等，以聖靈果子的九

個品格特質為課程大綱，培育孩子品

格，從而提升他們的社交技巧、訓練

自理能力及學習管理情緒。

由8月1日至8月12日中心分別

與Dr.  PLAY合辦5天「STEM  English 

社關部2016年度事工報告

中心過去五年的發展策略與成果

前言
2016年對生命培育資源中心（英文簡稱LERC）來是一個重要里程，我們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

並釐定未來五年的發展方向。回顧過去數年的工作，我們從一個嬰兒成長到幼兒階段，都經歷不少神的

恩典，每一個事工的開展，都有其背後的見證。由2013年開始，我們開展了基層家庭服侍、讚美操平

台及少數族裔生命導師計劃，並在2015年開始，我們大力開展LifeKids幼兒事工，增聘幼兒事工統籌及

導師，提供幼兒品格教育、家長講座等多項服務，建立幼兒的生命、並與家長同行。今年6月開始我們

更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兒童提供言語治療服務！

    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過去和這一年的事工推行情況。

•合作伙伴機構包括：峰狂教育、香港記憶代表隊、載

欣社區健康顧問有限公司、天倫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烏都

鄰舍中心、香港啓發、香港讚美操協會、靈美創意基金

會、兒童啓迪協會、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等

•拓展事工包括：LifeKids幼兒事工、SEN（言語治療服

務）基層家庭服侍、少數族裔生命導師計劃、讚美操等。

•服務特色：LifeKids幼兒事工及SEN言語治療服務

•增聘同工：增聘幼兒事工統籌、中心幹事、課程助理

•培育義工領袖：有超過100位弟兄姐妹成LERC義工，

分別參與讚美操、生命導師、畫班、兒童親子教育課程及

靈美創意課程等事工

•全民皆兵：並在各團契（以斯拉、約書亞、但以理、

撒母耳、提摩太、迦南、彼得、路加團等）推動及一同參

與基層家庭家訪、探訪護老院等

學前九型品格培育Playgroup 暑期夏日尋寳之旅

兒童靈美創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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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Camp」及與團契部合辦4日「暑期夏日尋寳之

旅」，參加的幼兒及兒童共有36位。讓小朋友從活動中

透過不同的科學實驗認識物理原則，同時認識生命的寶

藏，珍惜所有！

 在這一年裡，參加課程的幼兒及兒童約有100人，

總服務人次超過1,100。在新的一年，我們期望加強服務

推廣，讓更多人認識LifeKids幼兒服務，讓我們能夠祝福

更多幼兒和家長。並且藉此讓更多人認識主耶穌。

ii. LifeKids 家長講座及家長班

在2016年，我們曾舉辦了9次家長講座，題目包括：「寶

寶黃金五年如何教？」、「言語及讀寫講座系列：「認識二至

五歲兒童言語發展」、「認識讀寫障礙及治療方法」及「如何

提升孩子EQ? 」。我們分別邀請了記憶專家李鑑峰先生、言語

治療教授梁文德博士及遊戲治療師蔡惠雯女士主講有關題目。

參加的人數超過256人並得到各家長對講座有很好的回應。

在2016年，LifeKids所開辦的「親子關係治療家長課程」均

能幫助家長容易掌握遊戲治療技

巧，以提升孩子情緒管理能力。

同時我們與李鑑峰先生所創辦的

峰狂教育合辦了6期「零至六歲家

長班」，共有130位家長參加。此

課程深受家長歡迎，因此中心決

定於2017將繼續開辦！ 

iii. 開展幼兒親子崇拜

2016年1月10日開始，中

心與基教部合作開展幼兒親子崇

拜，由林美艷老師負責，並培訓

了11位姊妹成親子崇拜導師另有

4位助教從旁協助。曾經參與親

子崇拜的家長和孩子合共超過28

對並得到12對親子恆常參加。

2. 特殊學習需要(SEN)服務

i. 言語治療

在服待幼兒及兒童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部份幼兒及兒童因為言

語發展及情緒控制出現障礙而需要接受針對性的訓練及治療（我們稱

為「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  Education Needs」，簡稱「SEN」）。於

是，中心在2016年6月與「載欣社區健康顧問有限公司」合作，為有

言語發展遲緩的兒童提供免費言語發展篩查、言語評估及言語治療服

務。當中有56位兒童獲免費參加言語發展篩查服務、16人參加言語評

估、25人參加言語治療訓練，總服務有182人次。其中有3位來自綜援

家庭的兒童，我們以「愛服侍」的價錢收費。

STEM English Summer Camp 畢業禮

「認識二至五歲兒童言語發展」家長講座

零至六歲家長班合照

幼兒親子崇拜

言語治療師為兒童進行言語治療

親子關係治療家長課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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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免費幼兒發展評估

在2016年8月份中心與童步復康及培訓服務（CREST）建立合作夥伴，主要服務對象為有自閉傾向

及其他發展遲緩的小朋友和他們的家庭提供支援，並以密集式訓練、小組訓練及個別訓練。中心並推出

免費替幼兒發展評估服務，該免費評估服務共收到21人次參加。並有3位幼童報讀幼兒音樂注專力訓練

課程及2位接受言語治療訓練服務，其中2位幼童來自綜緩家庭。

3. 基層家庭事工

i. 兒童及家長英語課程

中心由2015年9月採用了國際聖

經同盟所研發的「Firm  Founations—

讀聖經學英文課程」，這課程共有80

課，內容主要是透過英文聖經故事學

習英語。課程由2015年11月開始分

6期進行，每期約三個月（12堂）。共有20位弟兄姐妹接受訓練，成為義務導師。今年恆常任教的義務

導師有8位弟兄姐妹，另有5位於葵盛福音中心協助任教。我們共幫助9位小朋友和8位家長學習英文，

並且認識主耶穌。

ii. 基層兒童靈美創意課程

自2015年11月開始，逢星期日早上9:45至11:15我們邀請

了尖沙咀堂的弟兄姐妹到葵盛福音中心，舉辦了四期「兒童靈

美創意課程」讓53位主要來自葵盛的基層或新移民家庭的小

朋友報讀，幫助他們透過藝術建立品格、認識基督教信仰。

iii. 家庭探訪

中心分別於端午節及中秋節探訪基層家庭，目的為了

表達教會對他們的關懷，讓服侍的弟兄姐妹了解基層家庭

的生活需要，分享福音並建立關係。探訪的家庭合共有28

個，參與探訪之弟兄姊妹有35位。

4. 讚美操事工

讚美操事工在尖沙咀堂推行不知不覺已經有4年時間。回顧過去，我

們看到這個平台除了能讓弟兄姐妹操練身體、讚美上帝外，我們也見證了

3位未信的朋友透過跳讚美操，而相信耶穌，1位參加本堂聚會，另外2位

參加其他教會聚會。

2016年，我們推行

了第9至12期讚美操平台，分別逢週二早上10:00至中

午12:30，及逢星期四下午1:00至2:00舉行。有7位姊妹

已經參加讚美操導師認證，為未來建立生命堂讚美操隊

做好預備。感謝神，今年參加讚美操總人次有1,700人

次，每次平均出席人數約為30人左右，本堂會友參與

人數約為10-15人。

我們一起讀聖經學英文！

中心在葵福中心舉行兒童靈美創意課程

基層家庭探訪

齊跳讚美操

讚美操感恩聚會

讀聖經學英文課程—兒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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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少數族裔生命導師計劃

中心與烏都鄰舍中心合作推行少數族裔生命導師計劃已接近4年，

我們期望讓對少數族裔事工有承擔的本堂弟兄姐妹能夠持續關顧少數族

裔兒童，與他們建立關係、加深認識，從而成爲他們的生命同行者。從

2016年1至8月有6位弟兄姐妹恆常爲十多名少數族裔兒童任教英文版

「靈美創意課程」，透過藝術創作，帶出品格教育及分享信仰。

4月23日，我們在教會3樓舉行烏都兒童日營，超過70位少數族裔

兒童來到教會參加，另有大約10位來自本堂和10位其他堂會的弟兄姐妹

擔任義工，與少數族裔兒童們一起透過遊戲、信息、展板和攤位認識自

己。

6. LERC義工服侍及訓練

弟兄姐妹的參與是LERC中心事工拓展的原動

力。2016年度LERC義工總人數為58位本堂弟兄姐

妹。1至12月份累計之服務時數為1,281小時。義

工恆常參與的服侍包括：讀聖經學英文課程（10

位義工參與）、少數族裔生命導師計劃（6位義工

參與）及葵福基層兒童靈美創意課程（7位義工參

與）等。而參與端午節及中秋節基層家庭探訪的義

工就合共有35位來自不同團契的弟兄姊妹參加！

同時，我們為本堂的弟兄姐妹提供數個義工訓練，包括：第三期兒童靈美創意導師訓練課程、Firm 

Foundations 讀聖經學英文導師訓練課程及幼兒親子崇拜導師訓練，以裝備各弟兄姐妹服侍不同的群

體。

7. LERC策略性發展  

了釐定中心未來的發展方向，2016年7至8月期間，社關

部部長沈君豪執事、周紫恩執事、堂議會主席鄭嘉恩執事、

樓恩德牧師及卓冰峰主任參加了由Asian Charity Services（簡

稱「ACS」）舉辦的策略發展工作坊。該機構對中心過去

的工作進行深入評估，透過SWOT系統分析中心的優勢、弱

勢、機會和挑戰，提供專業意見，引導教牧長執及中心主任

重新思考LERC的定位、服務内容及發展方向。

少數族裔兒童上靈美創意課程

烏都兒童日營大合照

讀聖經學英文導師訓練

與ACS策略發展工作坊義務顧問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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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分析結果
以下為ACS對LERC的評估結果：

優勢（Strengths） 弱勢（Weaknesses）

˙得到教會在資金及場地上的支持；

˙得到教牧長執等的支持；

˙自將焦點放在兒童生命培育、SEN兒童及其家長

的服侍後，服務發展漸趨清晰；

˙得到20多位生命堂的肢體恆常參與義工服侍；

˙有經驗幼兒教師負責幼兒事工，亦有中心幹事

負責SEN服務的安排；

˙與堂外社福機構有固定合作關係；

˙中心剛開始五年，社會服務經驗有待提升；

˙沒有申請基金的經驗；

˙教會肢體對中心的關心和支持度不足；

˙教會所在的地方為商業區，較難發展以社區為

本的服務；

˙教會對於中心的未來發展欠缺長遠規劃；

˙中心未能有效宣傳及推廣其服務；

˙教會未預備好接待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和來自基

層家庭之人士；

機遇（Opportunities） 挑戰（Threats）

˙教會有六百多位弟兄姐妹，可透過異象及定期

分享，鼓勵更多弟兄姐妹代禱、奉獻及實際參

與；

˙可以發掘更多可以合作的機構，例如與「載

欣」展開言語治療服務；

˙可以申請的基金雖然有限，但可以逐步累積；

˙檢討目前架構，可考慮將LERC委員會及幼兒事

工督導委員會合併，提升決策效率；

˙LifeKids幼兒事工面對外間Playgroup競爭，宣

傳及收生有困難；

˙教牧長執對中心的期望及發展方向仍然有待清

晰一致；

˙中心要自負盈虧，需要申請外來基金；獨立註

冊有可能令中心的發展更自主，但亦有可能導

致教會/弟兄姐妹的參與程度降低。

透過三節工作坊的深入討論，我們重新釐訂了LERC的服務宗旨、使命、價值及服務重點：

宗旨：改善生活，改變生命 ( Improve Living, Transform Life) 

使命：以愛心服侍區內特別有需要的群體和兒童，培育生命，關顧全人發展，建立自我靈命
(Serve the community particularly the needy and children with love, transform lives and build up spiritual life)

核心價值：

Life and Love

生命與愛

Transform life by serving with love

透過服侍彰顯主愛，建立自己及別人的生命

Enlightenment and Empowerment 

啓發、充權

Enlighten  beneficiaries  and  empower  them  to  develop  their 

potential and build confidence

幫助所服侍的對象發揮潛能，建立自信，啓迪他們的心靈

Resources and Respect

資源、尊重

Provide appropriate resources and respect to needy beneficiaries

為所服侍的對象提供適切的支援，維護他們的尊嚴

Collaboration, Community and Children

合作、社區及兒童

Collaborate with church  congregation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churches,  volunteers,  corporates  and professionals  to  serve  the 

community, particularly children.

與堂內肢體、堂外機構、其他教會、志願人士、商界和專業

人士等合作，服侍社群，特別是幼兒及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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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重點服務：

LifeKids幼兒事工：為兒童及家長提供品格及生命教育

特殊學習需要（SEN）服務：為有言語發展遲緩的兒童提供言語治療服務

基層家庭事工：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及其他生活需要的基層家庭兒童及其家長

義工服務：推動弟兄姐妹實踐信仰，服侍社區及有需要的群體

2017事工展望

中心成立的目的，是為堂會的弟兄姊妹提供平台，讓他們藉社會服侍走出會堂，進入社區，從而建

立屬靈生命，實踐信仰；另一方面，中心亦以服侍區內有需要人士（特別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及基

層家庭）為宗旨，為他們提供實際服務，培育生命，帶領他們認識神。在未來，我們將繼續以幼兒品格

培育及言語治療為主要發展方向，並支援這方面有需要的基層家庭，讓他們得到協助。

中心在2017年的發展方向如下：

一、服務發展層面

1. 做好Lifekids幼兒事工，建立中心的品格教育課程，並協助堂會內其他部門推動幼兒事工及家庭關顧 

2. 發展言語治療SEN事工，申請基金以支持基層家庭接受言語治療服務

3. 做好LifeKids及SEN家長工作，關顧家長的需要，並開展支援小組，支持有需要的家長

二、開拓資源

1. 與堂會的教牧長執及會眾分享中心的異象，並鼓勵弟兄姊妹奉獻、代禱及身體力行的參與

2. 成立服務宣傳小組及其他支援小組，招募堂會眾弟兄姐妹加入

3. 開拓資源，向有關機構或商界申請各類基金以支持有需要的群體

感謝神在過去五年的帶領，讓每一個事工成為教會外展及服侍社區的一度橋樑，讓本堂弟兄姊妹的

生命透過服侍得以造就，並讓我們所接觸到的服務對象的生命得以培育並得到實質的支援、並且認識耶

穌。我們在此感謝神的恩典、教牧長執的支持和弟兄姐妹無私的奉獻和參與！盼望中心成為社區的燈

台，照亮及祝福更多有需要的幼兒及其家庭！願神繼續保守賜福LifeKids！

改善生活˙改變生命 –– 讓每一個幼兒和家庭在這裡都得著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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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尾聲臨近，正堂原有的主題橫額徐徐卸下，新一年的主題橫額靜靜掛上，迎接2017

年1月1日來臨。回顧2016年，本堂在繁忙裡渡過，由具體的工程以至日常的運作，由全職的

主任、幹事、工友到各小組的部員，還有不少默默協助的弟兄姊妹，大家為主事奉的熱心及努

力，都已記在「生命冊」中。因為：

耶和華我們的  神阿、我們預備這許多材料、要為你的聖名建造殿宇、都是從你而

來、都是屬你的。代上 29:16

在過往一年裡，進行了大大小小的工程，包括更換冷氣系統、更換視訊影音設備、提升上網服務。

先是正堂中央冷氣系統的後續工作，為了讓新系統能夠和現有設備配合並有效運作，在二樓假天花內新

增了一組出風及回風裝置，希望會眾能在安靜舒適的環境專心聚會。另亦增設了四組吊鈎，背幕後兩側

加裝了兩道貓梯，方便日後替換背幕頂的射燈。影音設備方面，新添置的電腦及新鋪設的影音線，於更

換投影機後對提升視覺效果有莫大的幫助。此外，我們嘗試引進較佳的寬頻服務，由舊有的4MB頻寬提

升至200MB頻寬，上網傳輸速度提高，改善同步轉播時訊號不穩定的情況。

隨着教牧團隊日漸壯大，呂牧師、周教師及余幹事搬遷到10樓聯會的舊辦公室，紓緩了9樓地方不

足的問題。設立葵盛福音中心後，周教師及余幹事再將辦公室遷移至該處。本堂辦事處的協助及支援伸

延到新的中心，幫助籌劃、跟進，令事工順利開展。

聖誕節原是教會一年裡最繁忙的時間，感謝教牧、幹事的包容與配合，在12月下旬，特地抽空整理

各自的物品，在聖誕節公眾假期前清空9樓全層，以便替換破損不堪的地氈。當然更要感謝辦事處主任

及幹事的通力合作、工友的配合，工程方能順利完成。

此外，我們繼續協助主任及辦事處同工，努力解決教會內大量物資存放的問題。在樓高18層的教會

建築物中，全面的服務規劃必不可少，工友的當值編制及工作分配均十分艱鉅卻非常重要，感恩這些事

情已逐漸解決，服務質素有所提升。

事務部一直扮演著教會的後勤支援角色，希望能為  神的工作能順利推行出一分力。我們同時希望 

閣下對「家」多一點支持，不妨在使用會堂時分擔一點「家務」，自助整理用具、設施，例如崇拜後，

不少弟兄姊妹在副堂幫忙收拾摺椅。另希望大家在聚會或活動後，順手關閉燈光、影音設備等電源，幫

助節省及善用教會資源。

事務部現有多個小組，包括：

維修及資源小組：改善環境設施之工程、採購設備、日常的維護工作

影音小組：採購影音設備、崇拜及教會活動的音響支援服務、日常影音設備維護工作

資訊科技小組：採購電腦設備、日常的網絡維護工作、網頁維護及更新

綠化小組：三樓平台的綠化工程及維護工作

佈置及平面設計小組：教會大型活動的佈置及設計，例如每年的聖誕佈置

各部員在事奉上盡心盡力，善用  神的恩賜去做好支援工作。我們歡迎更多弟兄姊妹加入這事奉團

隊，亦歡迎大家提供改善意見，有助我們及時處理或跟進。過去亦有弟兄姊妹願作出善意提醒，鼓勵及

推動我部推行各種改善計劃，在此衷心感謝。

求主繼續引領我部未來的工作，讓主的恩典，從寶勒巷開始，一直傳揚到各地，發光

發熱，使  神得榮耀；讓  神繼續親自鑒察，願一切工作榮耀歸與  神。

事務部2016年事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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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項目部份按月概述如下︰

月份  工程項目 項目內容

1















 禮堂 ˙更換風櫃及製冷主機冷氣工程

˙更換地下至2樓風櫃

˙更換地下至2樓風櫃風槽接駁保溫纖維

˙更換地下至2樓2道防火閘及鋁質活動百葉

˙加裝風槽煙霧頭及急停掣裝置

˙新增2樓風櫃速度變頻器

˙新增1樓詩班席左右出風咀

˙更換3樓平台的製冷主機

2 10樓1001、1002室

改為教牧及實習傳道

辦公室

˙牆身批盪及油漆、更換門鎖

˙新增電話線、電話機及上網線、新增辦公室傢俱

3









禮堂風櫃後加工程 ˙地下、1樓及U1樓共4個風櫃新增速度變頻器，磅錶及溫度針

˙控制屏增加本控按鈕及急停掣指示牌，防火閘證書

˙測試風嘈煙霧頭，主機喉管水質檢驗

6樓A後樓梯 ˙增加安全圍欄一個

安裝光纖電訊工程 ˙鋪設光纖電訊工程，安裝光纖箱及喉管

˙掘地工程--安裝地下電訊導管連接房內安裝光纖箱

˙光纖連接至各樓層包括8-10樓、13-15樓及系統測試

9樓辦事處 ˙增加《資訊科技幹事》辦公位

購置新速印機 ˙購置新RISO EZ371A速印機(A3紙、150張)

4 禮堂冷氣主機更換

250A裝甲電纜工程

˙三樓冷氣主機平台更換250A 裝甲電纜，接駁電纜及有關配件更

換冷氣去水喉管

5 清理各士多房雜物

禮堂增闊通道

˙清拆前工友宿舍傢俬雜物，7樓701室11位梳化

˙搬運禮堂4張木櫈到7樓，正堂奉獻箱改掛牆式

6 清洗樓層冷氣機 ˙清洗地下、6樓、8樓、9樓、10樓冷氣機

U1洗手間 ˙U1男、女洗手間中間牆內藏排水渠下陷造成滲漏，更換喉管

B後樓梯士多房

防煙門

˙清拆及更換B後樓梯6-7樓士多房一小時防煙門（附證書）一道連

配件

7-9







禮堂燈光及視頻系統

改善工程

˙講台安裝LED射燈共8枝

˙天幕十字架兩側更換LED燈帶，天幕頂更換LED筒燈共8個

˙禮堂更換詩班席兩邊投影銀幕、高清投影機兩部，70”高清電視

一部，移動鏡頭及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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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工程項目 項目內容

7-9 禮堂吊鈎工程 ˙禮堂2樓天花石膏板內新造鐵橋，安裝吊索機連吊鈎共4個

˙U1樓梯安裝吊索機連吊鈎1個

禮堂天幕十字架

背牆貓梯工程

˙背牆增加梳網平台、安全圍欄貓梯兩道

˙貓梯高牆增加光管照明及開關掣、救生繩、安全帶及掌舵

˙更換貓梯高位霧感應頭

禮堂鋼琴 ˙更換白色琴鍵面連工料及調音

禮堂1、2樓

冷氣風嘈改善工程

˙禮堂冷氣風嘈改善工程

˙2樓風櫃房內增加回風孔及防火閘，風嘈及三個出風風咀 

10 3樓露台花園 ˙花園新增鋁圍欄趟門

11 7樓,10樓廚房 ˙7樓及10樓廚房增添滅火毯一張

12









地下副堂及禮堂 ˙天幕十字架及U1前樓梯換上新一年聖誕裝飾及聖誕花佈置

˙禮堂銀幕更換新一年主題標語

˙副堂講台換上新聖誕主題噴畫佈置

9樓辦公室 ˙9樓全層更換50 x 50 mm方塊地氈

葵芳1501

˙翻新牆壁、修補地板，添置傢俱、枱椅

˙接駁電腦網絡及電話線路

˙添置電腦、投映機，列印及傳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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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受堂議會委託所保管之契據合約文件如下：

 1.  寶勒巷廿五號物業契據肆張。

 2.  a) 迦密村學校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簽署向政府財務司免息貸款合約壹份（按︰該借款已於

一九七零年三月九日還清，合約原本經由財務司退還本堂註銷）。居住許可證壹份。

   b)  本堂付還政府免息貸款一十八萬元，分為十一期清還，已付款第一期至第十一期之收據拾壹

張。

   c)  本堂與工務局簽署有關京士柏迦密英文中學地段之合約壹份。

3.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廿二日稅務官簽發（經由贊臣史篤孖打律師行轉來副本）豁免一切稅務之函件壹

份。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廿五日重新批准函壹封。

 4.  一九六三年八月廿一日香港柏立基港督簽發之註冊信託法團證書壹份NO.RT/4。

 5.  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稅務官簽發利息稅扣除豁免第二四二號壹份。

 6.  堂址續批七十五年。分期七十二年補地價（由1962-2033年）契約一份。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廿一日

全部付清，補地價收據壹張。

 7.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三日印花稅官簽發豁免貼用印花證明書列N-78/1969壹份。

 8.  寶勒巷廿五號電燈、冷氣、煤氣、水錶、按金圖章壹枚。

 9.  寶勒巷廿五號煤氣按金單1張。

10. 寶勒巷廿五號電力按金及加按單13張。

11. 寶勒巷廿五號水費按金單7張。

12. 寶勒巷廿五號入伙紙1張（1988年11月23日）。

13.『沙田支堂』保管文件：

   –都會廣場602室的租約(2015年12月18日至2017年12月17日)(兩年期)

   –都會廣場602室的租金按金

   –都會廣場602室電力按金單一張(發單日期：2009年12月24日)

   –租用「短宣中心」(都會廣場7樓)之借堂按金(發票日期：2016年10月12日)

14. 『葵盛福音中心』保管文件：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伙伴教會協議書，使用日期由2015年8月16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

編號2015/01正本壹份。

   –葵芳商業中心1501室電力按金單1張。

   –葵芳商業中心1501室的租約(2016年12月16日至2018年12月15日)(兩年期)

   –葵芳商業中心1501室的租金、管理費及差餉按金

 

保管部2016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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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根聖經真理：學習聖言、活出真道

        燃亮基督生命：活出基督、為主發光

            建立使命教會：全心獻上、共事奉神

  教師分享：只要相信！｣                 
何強輝教師

2016年是支堂經歷上主的一年，要感謝我們的元首主耶穌基督，帥領教會走在祂的恩典之中，祂

的信實、祂的作為，引導這個屬上主群體的弟兄姊妹們，在這曠野的路上，看見祂的帶領和同在，引領

眾弟兄姊妹們同心服侍上主。(詩122:3)「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連絡整齊的一座城。」教會能成為敬

拜事奉者合一的群體，不是相信我們的能力會帶來改變，而是相信上帝的能力和恩典。

支堂過去全年聖工，無論崇拜地方的轉變，上主仍引領信徒們全民皆祭司，在支堂各事工上各按各

職，四部的聖工，包括崇拜主餐慶典的更新、敬拜事奉的裝備和訓練；全年主日學課程裝備，幫助信徒

信仰靈性成長；將青少年團契組織起來；引入英文班新課程，藉著外展福音工作，接觸區內外的福音對

象等事工。廿五周年的慶典，支堂舉行營會和感恩崇拜，上主帶動每個弟兄姊妹，全情投入參與，也同

樣建立各人的信心，依靠全能的上主，繼續向前行；因為……

我們相信：信徒獻上的服侍，一切都是為了敬拜事奉上主

  我們相信：支堂面對的轉變，一切都是要我們經歷上主

    我們相信：支堂感恩的周年，一切都為要感恩、述恩、報恩

      我們相信：只要緊緊跟隨上主腳步，祂必能帶領我們經過曠野路

           如何走在祂所指引的路，上主必賜額外的信心和力量

           祂是教會一切需要的主，已為祂的教會預備最好安排

                     只要相信愛教會的上主！

沙田支堂2016年度事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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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全年聚會出席記錄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

主日崇拜 70 66 75 72 73 70 79 72 79 73 76 98 75

2014-2016年各聚會人數比較

2016年奉獻類別人數與2015年比較

  沙田支堂同工

主         席：林惠音長老

副  主  席：李恩添執事

財政/文書：龔筱敏姊妹

堂     委：洪同欣弟兄、黃瑞祥弟兄、蔡庭森弟兄、陳子山弟兄、王偉雄弟兄、龔筱敏姊妹

教     師：何強輝教師、梁麗燕教師、陳國良教師

事務幹事：郭淑敏姊妹

實習傳道：馬靜思姑娘(由2016年9月至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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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部

2016年主日崇拜一覽表
日期 講 題 經課 講 員 講道經文

3/1 身在福中要知福 耶31:7-14, 弗1:3-14, 約1:10-18 何強輝教師 與經課相同

10/1 人人期望可達到？ 賽43:1-7,徒8:14-17, 路3:15-17,21-22 陳國良教師 與經課相同

17/1 相陪同行 賽62:1-5,林前12:1-11, 約2:1-11 梁麗燕教師 與經課相同

24/1 穆宣的挑戰 尼8:1-3,5-6,8-10,林前12:12-31上, 路4:14-21 胡樂文博士 約10:16；啟7:9

31/1 智、仁、勇 耶1:4-10, 林前13:1-13, 路4:21-30 呂君望牧師 與經課相同

7/2 堅離地；真福音 出34:29-35,林後3:12-4:2, 路加福音9:28-43上 陳國良教師 與經課相同

14/2
作這時代的信徒，
面對人生考驗！

申26:1-11,羅10:8下-13, 路4:1-13 何強輝教師 與經課相同

21/2 作這時代信徒，永不回頭 創15:1-12,17-18,腓3:17-4:1, 路13:31-35 何強輝教師 與經課相同

28/2 作這時代信徒，選擇由你 賽55:1-9,林前10:1-13, 路13:1-9 何強輝教師 與經課相同

6/3 作這時代信徒，寛宏接納 書5:9-12,林後5:16-21, 路15:1-3,11下-32 何強輝教師 與經課相同

13/3 作這時代信徒，主為至寶 賽43:16-21, 腓3:4下-14, 約12:1-8 何強輝教師 與經課相同

20/3 耶穌該死？ 賽50:4-9上,腓2:5-11, 路23:1-49 何強輝教師 與經課相同

27/3 人若死了，豈能再活嗎？ 徒10:34-43,林前15:19-26, 路24:36-44 吳友賴博士 與經課相同

3/4 突破幽暗的黎明 徒5:27-32,啟1:4-8, 約20:19-31 蕭寶環教師 路24:1-53

10/4 在惘然中重遇主基督 徒9:1-20,啟5:11-14, 約21:1-14 曾立華牧師 與經課相同

17/4
神國的事——

四十天之久的信息
徒1:1-11,啟7:9-17, 約10:22-30 林來慰牧師 與經課相同

24/4 不能說的秘密 徒11:1-18,啟21:1-6, 約13:31-35 陳國良教師 與經課相同

8/5 復活及升天的主 徒1:1-11,弗1:15-23, 路24:44-53 李芝玲傳道 與經課相同

15/5 聖靈悠然引導 創11:1-9,徒13:2-3；16:1-28, 約14:8-17,25-27 楊繼光教師 與經課相同

22/5 我信聖靈 箴8:1-4,22-31,羅5:1-5, 約16:12-15 何強輝教師 與經課相同

29/5 一個有「大信心」的人 王上8:22-23,41-43,路7:1-10 李寶珠牧師 與經課相同

5/6 復活又如何？ 王上17:17-24,路7:11-17 陳國良教師 與經課相同

12/6 恩典多面體 撒下11:26-12:10,13-15,路7:36-8:3 梁麗燕教師 與經課相同

19/6 大事啊！ 賽65:1-9,路8:26-39 陳黔開牧師 與經課相同

26/6 定意跟從耶穌 王上19:15-16,19-21, 路9:51-62 劉燕飛教師 與經課相同

3/7 你們去吧！ 路10:1-11 何強輝教師 與經課相同

10/7 化信為行 申30:9-14, 路10:25-37 梁麗燕教師 與經課相同

17/7
生命何價—教會要正視的

課題
創世記18:1-10上, 路10:38-42 羅文麒牧師 約8:1-12

24/7 落在土裡的麥子 創18:20-32, 路11:1-13 杜其彪牧師 約12:20-29

31/7 講心唔講金？ 傳1:2,12-14；2:18-23, 路12:13-21 陳國良教師 與經課相同

7/8 信心的考驗 創15:1-6, 路12:32-40 何強輝教師 與經課相同

14/8 虛擬與真實 耶23:23-29, 路12:49-56 樓恩德牧師 與經課相同

21/8 安息日的真義 賽58:9下-14, 路13:10-17 梁麗燕教師 與經課相同

28/8 三次飯局見真章 箴25:6-7, 路14:1,7-14 陳國良教師 與經課相同

4/9 作主的門徒 申30:15-20, 路14:25-33 翁競華牧師 與經課相同

11/9 惡人當道時祢在哪裡？ 出32:7-14, 路15:1-10 黎偉慶教師 與經課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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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 題 經課 講 員 講道經文

18/9 人生的管家 摩8:4-7, 路16:1-13 梁仲堯牧師 與經課相同

25/9 誰能數算？ 摩6:1上,4-7, 路16:19-31 陳國良教師 與經課相同

2/10 事奉基本法 哈1:1-4, 2:1-4, 路17:5-10 梁麗燕教師 與經課相同

9/10 那九個在那裡呢？ 王下5:1-3, 7-15下, 路17:11-19 何強輝教師 與經課相同

16/10 如何面對信心的危機？ 創32:22-31, 路18:1-8 蕭錦宜教師 與經課相同

23/10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耶14:7-10,19-22, 路18:9-14 周健輝教師 與經課相同

30/10 遇見神 賽1:10-18, 路19:1-10 何強輝教師 與經課相同

6/11 活出復活蛻變的生命 伯19:23-27上, 路20:27-38 伍素娟教師 與經課相同

13/11
你要在混亂世代中如何自

處呢？
瑪4:1-2上, 路21:5-19 梁麗燕教師 與經課相同

20/11 再說一次我愛祢 耶23:1-6, 西1:11-20, 路23:33-43 陳國良教師 與經課相同

27/11 你預備好了嗎？ 賽2:1-5, 羅13:11-14, 太24:36-44 李恩添執事 與經課相同

4/12 驚世宣告 太3:1-12 何強輝教師 與經課相同

11/12 心中的聖潔 賽35:1-10, 雅5:7-10, 太11:2-11 伍敏尊牧師 箴6:1-19

18/12 以馬內利 賽7:10-16, 羅1:1-7, 太1:18-25 莫元和教師 與經課相同

25/12 翻天覆地真福音 賽62:6-12, 多3:4-7, 路2:1-20 陳國良教師 與經課相同

舉辦節期聚會及其他活動

日期 內容 負責 地點 參加人數

6/3(日)、13/3(日)
下午2:30-4:30

朗讀聖經訓練 李芝靈傳道 台山中學 12人

1/3(二)、8/3(二)
晚上7:30-9:30

「復活節崇拜聖餐慶典」講座 李恩添執事 總  堂 10人

17/2(三)
晚上7:30-9:30

聖灰日祈禱會 恩福堂舉辦 恩福堂 8人

24/3(四)
晚上8:00-9:30

「耶穌設立聖餐崇拜」｣ 講員：梁麗燕教師 教會都會602室 30人

25/3日(五)
上午11:00-12:30

「受難節」崇主題：「靠近十架」 講員：陳國良教師 教會都會602室 39人

4/12(日)
上午9:00-下午4:00

戶外崇拜及大旅行(與佈道部合辦) 講員：何強輝教師
元朗大棠
郊野公園

130人

崇拜部其他事項：

1. 「果醬樂隊」是由一班熱愛主及願意為主作工的年輕人組成，並由2016年開始參與不同的敬拜事奉。

2. 27/3(日)復活節主日崇拜，邀請果醬樂隊負責敬拜導唱，並進行復活節崇拜聖餐慶典。

3. 1/5(日)沙田支堂全會眾出席總堂主日崇拜及2016年會友大會。

4. 30/10(日) 在台山商會中學舉行最後一次主日崇拜。

5. 6/11(日)開始租用都會廣場七樓「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作為主日成人崇拜、兒童崇拜、

少年崇拜、主日學及教會家聚等聚會。

6. 27/11至18/12「將臨期」期間，邀請三個家庭（李顯邦弟兄、陳銘春弟兄、廖栢基弟兄等家庭）負

責在主日崇拜（27/11、11/12、18/12），點燃燭光，作為提醒會眾以主耶穌基督為中心，記念神子

來到人間的標記，並期待主耶穌基督的光榮耀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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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鐘詩班
― 手鐘詩班於27/3(復活節崇拜)、11/12(主日崇拜)、25/12聖誕節崇拜中獻奏。

― 在11/12(日)下午1:30-2:30在都會602室舉辦手鐘興趣班，有2位新學員加入。

  基教部

本年基教部課程增加了兒童親子教育課程(Alpha Course)，希望幫助父母為孩子奠定成長的良好基

礎，促進親子關係，建立正確的家庭觀。另一方面，為幫助信徒更深入明白聖經，也將生命之道納入教

會主日學課程中，鼓勵對聖經渴求的會眾參與學習。在聖經背誦上仍會每主日誦讀指定金句，使神的話

語常在會眾心中。主日學平均出席人數佔崇拜平均人數的35%，而4-6月份全堂性主日學中，出席主日

學人數是佔崇席人數之47%。從而看到會眾在學習聖經真理上是有成長的，也對真理渴求有一份熱忱。

深信主必藉不同的課程裝備會眾屬靈生命成長，也使他們起來承擔主的大使命。

全年課程

課程/

班別
福音班 初信栽培班 基要班 進深班 長青班 小孩父母 洗禮班

1-3月 福音性研經 作主門徒 加拉太書 新約四福音 保羅的教導2
Alpha

親子教育課程

洗禮班

課程

導師 李恩添執事 陳國良教師 洪同欣堂委 鄭慧敏姊妹 梁麗燕教師
梁麗燕教師及

魏懿君姊妹

何強輝

教師

4-6月 福音性研經 基督生平 為教會出征(發現、發展、發揮恩賜) 對象︰

作為0-10歲

小孩的父母

共10課

---

導師 李恩添執 何強輝教師、陳國良教師及梁麗燕教師 ---

7-9月 福音性研經 聖經涉獵 歌羅西書 舊約歷史書 創造的故事
洗禮班

課程

導師 李恩添執事 何強輝教師 陳國良教師 洪同欣堂委
梁麗燕教師及

鄭慧敏姊妹

何強輝

教師

10-12月 福音性研經 作主門徒 帖撒羅尼迦 舊約歷史書 偉大的拯救 ---

導師 李恩添執事 陳國良教師 何強輝教師 洪同欣堂委 龔筱敏堂委 ---

9月  29/9至17/11總堂舉辦生命之道查經課程─創世記 (共10人參與)

                                   手鐘詩班

果醬樂隊 手鐘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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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曆

日期 名稱 內容 統籌/導師/講員 參加人數

2015-2016 靈修 讀經釋義
鄭慧敏姊妹、

梁麗燕教師 
8人(3位完成)

1-12月 背誦聖經金句 每月金句 洪同欣堂委 崇拜會眾

7/3 聯合浸禮 受浸及聖餐 樓恩德牧師 3受浸/1移名

27/7-31/7 暑期聖經班 主題：成長密語  26人

30/7 親子成長日營

地點：西貢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內容：親子講座

講員：卓冰峰主任

57人

31/7 親子聯歡暨結業禮
唱詩、影片回顧、信息分享、

學員獻唱、頒獎及茶點

信息分享：

梁麗燕教師
58人

9/10 聯合浸禮 受浸及聖餐 莫元和牧師 2人受浸

 

**親子成長日營

統籌：梁麗燕教師/彭嘉妮姊妹/曾煒卓弟兄/林凱婷姊妹/陳汶偉弟兄

導師：彭嘉妮姊妹/曾煒卓弟兄/嚴可琼姊妹/陳銘春弟兄

助教：陳汶偉弟兄/吳熙婷姊妹/馮安祈姊妹/賴曉彤姊妹/李佩芬姊妹

兒童崇拜

暑期聖經班

全堂性主日學

3、10月份受浸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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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契部

感謝神！讓我們有機會在這裏分享2016年度團契部事工發展的情況，2016年沙田堂以「燃亮基

督生命」為主題，邁向廿五週年，除了迦勒團、路德團、安得烈團、約瑟團、但以理團外，再加上於

2016年5月由Teen梯小組轉成的約書亞團，合共六個團契。

我們積極透過不同的活動，凝聚團契，增強團友對團契和教會的歸屬感。首先，於2016年2月21

日，舉行了新春團拜，在教會分享愛筵後，分組到指定家庭團拜，由於反應非常熱烈，我們再於同年5

月29日，舉行了第二次家庭探訪活動，透過兩次不同家庭對象讓肢體有更深入的關顧和了解。2016年

4月10日，亦舉辦了家聚活動，彼此分享自製美食，建立友誼，最重要藉着聚會，教牧長執激勵肢體積

極迎接沙田堂邁向廿五週年作準備；再於12月25日，舉行了第二次感恩見證分享的家聚，彼此數算上

帝恩典。

2016年最大的慶典莫過於迎接沙田堂廿五

週年銀禧紀念，1/7-3/7於烏溪沙舉行了一個以

「抓緊應許」為主題的營會，肢體仿效約書亞

記經文，立石為記，學習委身服事及立志，為

沙田堂正式邁向自治自立方向揭開新的一頁。

4/12舉行了一年一度的教會大旅行，目

的地為元朗大棠郊野公園，適逢是觀賞紅葉的

理想日子，大家又可以看到神創造大自然的奇

妙，很多被邀請的新朋友都投入得樂而忘返。

除了六個團契以外，每月分別仍有男士及女士小組聚會，透過不同形式的主題，彼此建立，學習委

身服事。2017年仍有很多的屬靈的挑戰，求神賜福及帶領沙田堂，讓每一位肢體都被主大大使用，願

一切榮耀頌讚歸與天上的父。

全年聚會及活動

日期 名稱 內容 導師／負責人

10/4 家聚 愛筵、詩歌、見証分享、家事分享 但以理團

1-3/7 25週年培靈營會
主題：「找緊應許」

內容：遊戲、詩歌、主題活動、培靈會

王偉雄堂委 吳彥新弟兄

廖穎芯姊妹 陳國良教師

余美珠姊妹

3-5/8 青少年營會
主題：「團結﹣主耶穌的後裔」

內容：遊戲、詩歌、歷奇、主題活動、信息
何強輝教師 陳國良教師

25/12 家聚 愛筵、詩歌、見証分享、家事分享 約瑟團/迦勒團

找緊應許營會

男士小組 女士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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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勒團

一如往年，迦勒團團友享受團契生活。聚會時能

彼此分享，平日生活中也能透過即時通訊軟件作每早

的問安、靈修經文分享、彼此代禱及閒話家常。團契

導老師及職員平均於每月週會安排不同形式活動，如

歌詩分享、見証分享及查經。各團員不但投入並享受

每個活動，也能於當中加深對神話語的認識及讓大家

了解彼此的靈命狀況。2016年加插了半月週會，如生

日會、戶外行山活動及茶聚，藉此各團員能彼大大加

深彼此關係及認識，上帝也能於當中得榮耀。

 路得團

感謝主耶穌基督！在2016年，團友已恆常參與團契生

活，並一起學習神的話語、彼此分享及禱告守望。透過探

訪、戶外活動和手工等週會，能增進彼此了解，讓團友們關

係更為密切。姊妹們學習互相聆聽，彼此包容，也常用神的

話語，互相安慰、彼此鼓勵及支持。學會不要只看自己，要

學習仰望神！團契生活豐富多彩，每個主題受益非淺，慢慢

地成長起來，期望在新的一年，能夠吸引更多人來到這個大

家庭中，認識這位創造天地萬物，卻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

上的主耶穌基督。永不撇下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天天的看

顧、親近。深願主賜給我們新一年有更多的承載力、耐性和

智慧去服侍其他人，在生活中作成美好的見證！

 安德烈團

安德烈團友在靈命不斷努力成長，各團員都靠著

上帝的恩典，使我們在生活上足夠使用，我們也在團契

聚會的時間及地點上有所調整，使大家可在團契時有更

加多時間禱告及分享近況，使我們一起互相守望彼此禱

告。

 約瑟團

2016是困難的一年，發生了很多事，但感

謝主帶領我們一起渡過。今年除了每週查經和分

享外，我們活動也十分豐富，例如新年行山、拜

年、聚餐、整西餐、影夜景和整手工皂。團友們

都努力參與事奉，但同時也要面對來自生活的問

題和壓力, 在時間的分配上有很大的挑戰。

在主的家裡我們透過分享生活的點滴，得到

支持和鼓勵。一起面對困難要比獨自面對好，有

主的愛打破冷漠，更願意分享代禱。曾經有朋友

到訪我們聚會後和我說，這裡有家的感覺。我們

也越來越多小朋友了，他們個個都十分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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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以理團契

回望2016年，但以理團契和過往一樣，團契週

會內容仍然有查經、讀經等學習真理的時間，有靈

修、禱告與神親近的時間，有戶外活動彼此相交的時

間，有探討社會議題的時間，有對外傳福音的時間等

等。雖然團契內容在2016年好像沒有太大的變化，

但有不同的新體驗，團契第一次走進醫院或餐廳向陌

生人傳福音、第一次到樂道居作探訪服侍、第一次體

驗其他教會的崇拜過程等等，最刺激的經歷莫過於外

出服侍途中升降機故障，多位團友被困在升降機內，

但感謝神，最後平安無事被救出。除了這些新的經

歷，我相信在2016年中每個團友都經歷著或承受著

更多的新挑戰，但以理團不再是從前初出茅廬走進職

場的團契，年紀愈大身邊的問題愈多愈複雜甚至令人

灰心絕望，雖然我們知道要依靠神，知道盼望在於

神，知道神與我們同在，但卻有說不出的嘆息。雖然

如此，團友們對信仰的堅持和對團契的堅持卻令人感

動。或許我們真的需要經歷這些低谷，我不敢說每個

低谷都是神的試煉，但真正的信心往往是從絕境中走

出來的。其中最為感恩的，當然是繼2015年有三位

團友導師投入全職事奉的訓練之後，今年再有一位姊

妹清晰蒙召，將於2017入讀神學院，接受全時間的

裝備。願神使每位團友在2017年更加剛強壯膽帶著

信心、喜樂和盼望去過每一天。

約書亞團

約書亞團在2016年9月7日正式從Teen梯的青少年聚會

成為團契，今年可以說是有很大的改變，看見大部份的團友

已由中學生成為大專生，雖然比起其他的團契的信仰基礎並

不算穩定，但團友們都會抽空出席團契活動、一起分享喜

樂、一起認識上帝的話語。我們一起參加暑聖外展活動、歷

奇營會、亦在上年平安夜一起唱詩報佳音，令到團友認識

神，相信上帝會安排一切，好讓我們看見一個一個的回到主

的大家庭當中。

 佈道部

佈道部於本年主要有三方面的事工：

1.對內：每兩個月於崇拜後舉行「沙田友聚一聚」，讓弟兄姊妹可以閒話家常，分享近況，互相代禱，

也方便會友在一個較輕鬆的環境邀請新朋友參加崇拜，認識福音。並舉辦了兩次全堂性的探訪

活動，讓弟兄姊妹能更深入認識，彼此守望。

2.對外：家長事工是佈道部主要外展工作，我們藉著家長英文班接觸區內婦女，關心她們的家庭，也會

邀請她們的丈夫和兒女參加教會活動，例如教會大旅行、團契等。另外於本年開始與巴拿巴愛

心服務團合作，參與戒毒中心的活動，進一步認識不同需要的人。

户外週

歡送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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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佈道方面： 除了於本年舉辦的大型佈道會與福音晚會之外，我們與Drime合作學習默劇佈道，嘗試用不

同的方式去傳福音，於本年有數次演出，包括平安夜街頭佈道，默劇佈道會和樂道居工場佈

道。另外佈道部也舉辦了澳門短宣與穆宣祈禱會，讓弟兄姊妹對宣教有更多體驗和認識。

佈道部各項聚會及活動

日期 聚會／活動 地點

21/2（日） 新春團拜 弟兄姊妹家中

29/4（五） 光影人生福音晚會 教會（都會602室）

29/5（日） 全堂性探訪 弟兄姊妹家中

9-12/6(四-日) 澳門短宣 澳 門

17/7（日） 默劇佈道會 台山商會中學一樓禮堂

10/8（三） 穆宣晚會 教會（都會602室）

4/12（日） 户外崇拜暨大旅行 大棠郊野公園

24/12（六） 平安夜社區默劇佈道 沙田第一城鐵路站側

新春探訪大配對

澳門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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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家長英文班

班級 教師 導師 地點/日期

初A、B班 林惠音長老 黃雅莊姊妹 教會（都會602室）星期一

初C班 萬美欣姊妹 林惠音長老 教會（都會602室）星期二

中級班 吳展秋弟兄 梁麗燕教師 教會（都會602室）星期三

高級班 何強輝教師 教會（都會602室）星期五

進深班 洪同欣堂委 台山商會中學（101室）星期六

 家長天地

為家長英文班的學員設立一個平台，讓家長們透過不同的活動彼此認識，也藉著聖經教導讓他們能

認識福音。由7/1-17/3(逢星期四)上午9:30-11:30在都會廣場602室進行。家長因著個人工作情況及照顧

孩子，出席情況不太穩定。因此由4-6月份嘗試由每月4次改為隔週1次，希望家長能集中出席。內容以

輕鬆為主，以唱詩、遊戲及活動，讓家長們更多彼此認識及分享，盼凝聚他們及建立歸屬感。

教會大旅行

默劇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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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6月週會

日期 信息內容 導唱及講員 活動內容 活動負責人

7/1 不憂慮的自由 陳國良教師 九型人格 何強輝教師

14/1 不懼怕的自由 梁麗燕教師 製作香皂 劉慧欣姊妹

21/1 你曾關心自己的靈魂嗎？ 何強輝教師 烹飪 陳國良教師

28/1 如何找到人生的意義？ 梁麗燕教師 手工 魏程秀娟姊妹

18/2 誰肯接受主的醫治呢？ 何強輝教師 BOARD GAME 梁麗燕教師

25/2 天堂地獄，一線之隔 陳國良教師 健康講座 Helen姑娘

3/3 彼此洗腳-和睦共處的秘訣 梁麗燕教師
說話的力量─

如何正激勵孩子
卓冰峰主任

10/3 從主耶穌的死福音 何強輝教師 烹飪 陳國良教師

17/3 不怕死的自由 梁麗燕教師 手工 魏程秀娟姊妹

日期 活動內容 活動負責人 導唱及活動

14/4 家長美食天地 梁麗燕教師

28/4 烹飪班-泡芙 陳國良教師 梁麗燕教師

12/5 美味天地-甜、酸、苦、辣 何強輝教師

26/5 推拿消腳痛 陳順鴻弟兄

23/6 乳酪芝士蛋糕 陳國良教師

其他消息事項

- 第136屆洗禮及移名：（受洗）吳樹鏗弟兄、侯德祿弟兄、陳汶偉弟兄、（移名）侯福泉弟兄加入沙

田支堂。

- 第137屆洗禮及移名：（受洗）陳美寶姊妹、蘇加灝弟兄。

- 2016暑假（7,8月）邀請黎浩謙弟兄及陳汶偉弟兄，在教會協助工作，並使他們有門徒與事奉訓練。

- 沙田支堂於1-3/7（五至日）在烏溪沙青年村舉行25周年「抓緊應許」培靈營會，參加全營59人，主日

崇拜日營出席人數78人。

- 新主日崇拜地點11月由台山商會中學搬遷到沙田都會廣場七樓「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開

始租用日期為11月6日（日），並於15/10上午崇拜部副部長陳子山堂委聯同負責影音肢體，到該中心

學習影音器材操作，也將在4/11（五）下午預先實習場地使用運作等安排。而租借台山商會中學最後

日期為30/10（日），當日會將擺放的物資，搬運回教會都會602辦公室。

- 29/10（六）晚上7時30至9時30分，在尖沙咀總堂舉行「25周年銀禧禮讚感恩崇拜」。內容透過三部

份：感恩、述恩、報恩；以敬拜讚美、禱告、分享、話劇、述說支堂歷史、聯合詩班獻唱、信息、差

遣回應等項目。

- 有關支堂購買堂址事宜：1/11（二）支堂收到地產經紀提供都會廣場510單位（1,586呎）出售，約每

呎HK$5,800至HK$6,000，5/11（六）支堂堂委到同類單位樓層視察，支堂堂委會全體同意購買，於

6/11（日）在主日崇拜後向全堂會眾報告，並同時派發購堂回應表；收到65份願意恆切為購堂禱告；

60份回應願意每月恆常奉獻；14份回應願意免息貸款。10/11（四）支堂代表與總堂執委會開會商討

有關事宜，並於13/11（日）下午由總堂堂議會召開臨時特別會議，與支堂全體堂委和教師同工商討購

買堂址，最後議決通過購買上述都會廣場510單位。其後接觸業主時，他已將該單位G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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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碧琪姊妹按上主感動，以及神話語的引導，11月在建道神學院獻身營立志全時間奉獻作主的僕人，

10/10透過林惠音長老、何強輝教師和國良教師約她面談，姊妹已準備未來2017年入讀神學院裝備，

在18/12總堂堂議會報告。

- 中華神學院二年級神學生馬靜思姑娘在沙田支堂學年實習，由2016年9月3日至2017年6 月25日止。

- 姚雯菁姊妹、陳詠儀姊妹（鄭柏鴻弟兄太太）及陳吳玩玲師母，分別在今年誕下嬰孩。

25周年營會「找緊應許」

25周年感恩崇拜

台山商會中學

短宣中心

鄭柏鴻弟兄家庭

姚雯菁姊妹家庭 陳國良教師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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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盛福音中心2016年度事工報告

能夠見證著別人成長是一件非常幸福又

快樂的事，就自己的親身經驗來講，踏入第

二個年頭的「葵盛福音中心」（下稱：「葵

福」），給我的體驗是：滿有喜悅的感恩。

    我不得不先從一些數字來回顧，因為這是最

明顯而且實在的。

主日崇拜出席人數一覽表：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第一周 36 47 40 57 -- 42 58 62 56 57 55 58

第二周 43 47 59 92 55 48 54 55 58 60 55 57

第三周 49 55 54 59 57 48 59 50 55 85 50 65

第四周 51 35 44 50 51 61 54 53 97 54 61 107

第五周 60 -- -- -- 41 -- 60 -- -- 46 -- --

2016年「葵福」主日崇拜人數平均有55人、兒童崇拜平均9人、主日獻金平均$1,700，今年我們

更增添了8位肢體受浸加入教會。由於是福音工場，每主日為我們接待新朋友的第一站 ——「信仰研討

班」，平均出席人數為14人。另外，「三福」出隊15次，其中8人決志。

接下來，讓我們「時光倒流」，從2016年的1月開始，回顧一下整年「葵福」的各個活動吧！

˙1月23日與YMCA新界會所合辦「升中面試攻略」，由陳加恩長老（聖公會林護中學校長）主講，接近

60人出席，其中有28位家長接受我們跟進探訪。

˙2月27日與城市睦福團契及區內四間教會合辦「社區盆菜宴」，共開60席，「葵福」參與其中5席，當

中不少更是第一次參與教會活動。

˙4月10日是我們「葵福」一周年感恩崇拜，當日崇拜共有90人出席，接近10位新朋友參加。

˙5月8日崇拜後為第一次親子戶外康樂日，特別邀請一直參與崇拜的四個家庭與尼希米團團友一同前往

「南昌公園」，透過遊戲、詩歌及野餐，彼此分享。

˙6月23日與李一諤紀念學校合作，為學校提供「試後活動」，目的希望能服侍區內學校，建立關係，

從而接觸學生及家長。

˙9月9日中秋福音晚會，首次於酒樓宴開13席，共150人出席，當晚有不同肢體表演，樓牧師信息分

享。

˙9月25日崇拜內舉行首次「基督少年軍第81分隊周年立願禮」，「葵福」作為該分隊之伙伴教會多

年，難得可以邀請所有導師、隊員及家長們，合共97

人一同參與崇拜並見證立願儀式，非常具意義。

˙10月16日為第一次戶外崇拜，與弟兄姊妹及其家人彼

此認識，當日共80人出席。

˙12月24日聖誕報佳音，當晚我們「兵分兩路」：首先

招待街坊、長者及親友於YMCA內燒烤，同時其他弟

兄姊妹合共前往YMCA禮堂、葵盛東村商場門口及葵

芳社區中心附近，向街坊及途人分享詩歌及單張，傳

講聖誕節意義。

˙12月25日聖誕節福音主日，我們於三樓禮堂有詩歌及

福音信息，當日共107人出席，而陪談期間更有兩位

新朋友表示決志！

一周年感恩崇拜

中秋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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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福」經歷了一個豐盛的2016年，在這裡我們看見神正逐步地開啟不同的地方及群體。感謝「城市

睦福團契」的安排，我們十多位肢體成為了「和平之子」，可以藉著探訪，關心區內不同街坊身、心、靈

上的需要。透過機構的協助及介紹，已有不少街坊參與我們的崇拜了。感謝上帝又為我們預備「李一諤紀

念學校」，由6月開始，我們可以每周進入校內與超過20位家長開設「英文班」；我們更於11月開始周四

早上的「家長小組」，有超過20人在這個群組內，相信未來人數會逐步增加，為家長福音工作建立一個重

要的基礎。

在2016年度將結束之際，我們與YMCA簽署新一份「伙伴教會」協議，意味著未來兩年，「葵福」將

會繼續使用YMCA新界會所，作為主日聚會及崇拜地點，深願可以為神得著更多福音果子。正當核心小組成

員思想未來發展時，神感動尖沙咀總堂堂議會同工，同意為「葵福」尋找一個「活動中心」，作為辦事處

及開展活動之用。最終神為我們預備了「葵芳商業中心」一單位，在同心合意的決定下，於12月10日正式

簽約，租用一個700呎單位，為期兩年。

非洲有一句諺語，“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意思是：「如

果你想走得更快，一個人吧！但如果你想走得更遠，一起來吧！」，每次回想「葵福」的步伐，我深信是

「細水長流」的，因為教會有一群願意一起並肩而行的肢體，每星期毫不計較的付出，所流露出來點點滴

滴的愛心，已經在社區、在街坊的心中留下美好的種子，那就讓我們一同繼續努力，靜待那叫人成長的上

帝，將更多福音果子帶到「葵福」，將榮耀歸與父神！

2017年的「葵福」會有你的參與嗎？我們需要「一起的」敬拜、「一起的」見證和「一起的」感恩！

家長英文班 家長小組

信仰研討班
第一屆洗禮

聖誕崇拜

戶外崇拜

長者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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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財政報告

2016 2015
8,976,451.49 8,644,430.50 3.8%

674,581.80 639,633.15 5.5%
1,023,778.92 1,158,819.35 -11.7%

10,674,812.21 10,442,883.00 2.2%

2016 2015
9,398,811.31 8,772,083.51 7.1%

782,932.93 704,120.34 11.2%
741,228.00 759,879.27 -2.5%
451,063.70 431,185.60 4.6%

7,840.00 5,740.00 36.6%
159,779.90 207,014.45 -22.8%

72,138.60 73,449.50 -1.8%
1,145,612.09 867,776.77 32.0%

12,759,406.53 11,821,249.4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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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
2016 2015

7,582,299.49 7,436,825.10 145,474.39 2.0%

773,832.10 748,200.00 25,632.10 3.4%

319,329.90 50,505.40 268,824.50 532.3%

300,990.00 408,900.00 (107,910.00) -26.4%

8,976,451.49 8,644,430.50 332,020.99 3.8%

2
2016 2015

9,429,787.41 9,080,152.26 349,635.15 3.9%

1,535,793.50 1,430,134.31 105,659.19 7.4%

792,051.24 207,014.45 585,036.79 282.6%

1,001,774.38 1,103,948.42 (102,174.04) -9.3%

12,759,406.53 11,821,249.44 938,157.09 7.9%

3. 
2016 2015

          674,581.80           639,633.15             34,948.65 5.5%

4. 
2016 2015

            17,655.60             15,062.50 2,593.10 17.22%

          145,281.04           167,010.60            (21,729.56) -13.0%

            13,200.00               6,500.00               6,700.00 103.1%

          141,595.78           177,708.85            (36,113.07) -20.3%

          212,080.00           106,300.00           105,780.00 99.5%

          104,300.00           125,550.00            (21,250.00) -16.9%

          389,666.50           560,687.40          (171,020.90) -30.5%

       1,023,778.92        1,158,819.35          (135,040.43) -12%

5. 
2016 2015
121,892.58 158,106.15 (36,213.57) -22.9%

53,980.20 37,001.80 16,978.40 45.9%

18,070.00 9,345.30 8,724.70 93.4%

379,191.75 284,420.00 94,771.75 33.3%

573,134.53 488,873.25 84,261.28 17.2%

6. 
2016 2015
119,506.57 145,757.70 (26,251.13) -18.0%

132,000.00 157,839.00 (25,839.00) -16.4%

119,310.00 219,575.00 (100,265.00) -45.7%

15,800.00 29,000.00 (13,200.00) -45.5%

386,616.57 552,171.70 (165,555.13)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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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7.00 18,145.00 68,737.11 3,634.89 53,483.40
39,594.00 - 28,432.50 11,161.50 20,230.30
38,026.00 39,908.80 86,908.54 (8,973.74) 43,729.90

190,150.00 13,616.28 206,278.48 (2,512.20) 119,828.14
166,568.00 47,835.00 201,470.70 12,932.30 230,904.30

39,366.80 2,387.50 33,157.90 8,596.40 34,416.70
527,931.80 121,892.58 624,985.23 24,839.15 502,592.74

97,786.00 - 97,786.00 -                 - 138,587.80

625,717.80 121,892.58 722,771.23

251,089.90
4,048.60

255,138.50

17,500.00 - 17,126.50 373.50 21,296.70
6,000.00 22,280.00 20,126.40 8,153.60 15,052.70

10,000.00 3,706.00 13,213.90 492.10 11,477.20
9,000.00 5,080.00 9,694.90 4,385.10 15,113.20

42,500.00 31,066.00 60,161.70 13,404.30 62,939.80

22,000.00 406,862.00 427,002.80 1,859.20 386,825.33

75,000.00 64,500.00 2,000.00 8,500.00 60,000.00

27,306.00 2,000.00 22,914.20 39,118.20 13,102.00

13,404.30 + 1,859.20 + 8,500.00 + 13,102.00 = 36,865.50

463,473.90 392,763.63
62,808.80 57,001.50

526,282.70 449,765.13

509,168.00 53,980.20 36,865.50

207,014.45234,538.00 18,070.00 (2,5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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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545.50

71,105.00        

1,316,810.26 145,281.04      65,463.00        1,396,628.30

39,338.30 2,931.30 -                  42,269.60

        271,809.70 271,809.70       13,200.00        -                  285,009.70 285,009.70

1,030,290.69 1,030,290.69 141,595.78 105,191.40 1,066,695.07 1,066,695.07

198,391.34       198,391.34       104,300.00      54,211.00        248,480.34       248,480.34       

2,145.00 2,145.00 -                  -                  2,145.00 2,145.00

57,495.00         57,495.00         212,080.00      90,000.00        179,575.00       179,575.00       

57,859.00 -                  57,859.00

657,875.34       -                  657,875.34       

246,949.28       -                  246,949.28       

1,544,340.00    -                  1,544,340.00    

4,139,106.80 383,666.50      -                  4,522,773.30

1,474,126.50    -                  -                  1,474,126.50    

-                   6,000.00          -                  6,000.00           

13,202,797.97 13,202,797.97 1,680,705.12 1,056,093.40 13,821,409.69 13,827,409.69

(850,458.28)

505,690.28

741,228.00 (920,035.78)

518,862.12

5,613,233.30 6,002,899.80

-                  3,016,719.04

5,523,742.66 -                  

3,016,719.04

5,523,7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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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 尖沙咀總堂經常費 (一) 經常費

492,875.11         主日奉獻 522,000.00 　   薪金 4,830,200.00 765,300.00 945,000.00 847,000.00 7,387,500.00 7,079,159.30
4,442,941.00         常年奉獻 4,623,000.00 　   強積金 236,800.00 45,920.00 56,700.00 50,820.00 390,240.00 356,466.93
2,523,448.55         感恩奉獻 2,680,000.00 　   醫療保險 / 醫藥 44,000.00 5,800.00 9,600.00 7,200.00 66,600.00 51,990.51

57,301.93         主日學奉獻 60,000.00       實習神學生津貼 81,000.00 30,000.00 18,000.00 - 129,000.00 101,309.70
32,943.00         團契奉獻 35,000.00       銀行費用 2,000.00 - - - 2,000.00 1,382.98
32,789.90         其他奉獻 30,000.00 1,944.45

7,582,299.49 7,950,000.00       電腦資訊 67,920.00 - 8,800.00 76,720.00 60,830.40
      餉稅 73,000.00 - - 30,000.00 103,000.00 98,080.00

(二) 沙田支堂經常費       傢具 12,000.00 - - - 12,000.00 8,416.80
117,804.00         主日奉獻 134,000.00       保險 20,000.00 1,300.00 4,800.00 1,500.00 27,600.00 27,119.17
561,455.00         常年奉獻 616,000.00       維修/裝修 232,720.00 - 12,000.00 244,720.00 317,612.20
91,880.00         感恩奉獻 97,000.00       水電 350,400.00 - 8,400.00 19,200.00 378,000.00 369,925.20
2,693.10         主日學奉獻 3,000.00       郵電 37,400.00 3,600.00 4,800.00 5,400.00 51,200.00 45,639.54

773,832.10 850,000.00       印刷 / 文具 78,920.00 - 31,000.00 109,920.00 99,039.64
      書報 24,270.00 1,600.00 500.00 26,370.00 18,958.90

(三) 葵盛福音中心　       舟車 12,000.00 4,500.00 500.00 17,000.00 36,200.40
89,529.90         主日奉獻 93,000.00       佈置 48,200.00 - - - 48,200.00 35,494.75

108,800.00         常年奉獻 101,000.00       清潔 70,800.00 - 500.00 71,300.00 56,924.10
35,300.00         感恩奉獻 38,000.00       廣告 12,000.00 - - 36,000.00 48,000.00 32,464.59
85,700.00         其他奉獻 98,000.00       賀儀/ 花儀 40,000.00 - 1,000.00 41,000.00 13,388.50

319,329.90 330,000.00       雜用 76,500.00 4,000.00 8,000.00 12,000.00 100,500.00 64,101.85
6,350,130.00 862,020.00 1,055,300.00 1,063,420.00 9,330,870.00 8,876,449.91

300,990.00 (四) 生命培育資源中心 350,000.00
(二) 各部事工經費

(五) 差傳及對外奉獻       傳道部 / 崇拜部 65,000.00 - - - 65,000.00 68,737.11
657,855.00         總堂 673,000.00       宣教部 / 佈道部 39,950.00 - - - 39,950.00 28,432.50

4,235.50         沙田支堂 5,000.00       基教部 102,000.00 - - - 102,000.00 86,908.54
9,600.00         葵盛福音中心 10,000.00       聖樂部 155,000.00 - - - 155,000.00 206,278.48
2,891.30         總堂主日學 5,000.00       團契部 211,000.00 - - - 211,000.00 201,470.70

674,581.80 693,000.00       關顧部 45,500.00 - - - 45,500.00 33,157.90
      社關部 - LERC - - - 35,000.00 35,000.00 22,144.70

(六) 其他事工奉獻                   LifeKids - - - 95,000.00 95,000.00 75,641.30
141,595.78         福利奉獻 150,000.00       葵盛福音中心 - 560,000.00 - - 560,000.00 255,138.50
13,200.00         宣教士奉獻 10,000.00 618,450.00 560,000.00 - 130,000.00 1,308,450.00 977,909.73

145,281.04         聖誕奉獻 180,000.00

212,080.00         神學奉獻 100,000.00 (三) 沙田堂經費 - - 641,604.00 - 641,604.00 526,282.70
104,300.00         維修奉獻 100,000.00 - - 641,604.00 - 641,604.00 526,282.70
389,666.50         沙田購堂 330,000.00

1,006,123.32 870,000.00
(四) 其他事工費用

(七) 其他收入       基督教聯會收益捐 102,900.00 - - - 102,900.00 98,716.30
119,506.57 　 利息 150,000.00       生命堂聯會收益捐 77,175.00 - - - 77,175.00 74,037.40
132,000.00 　 租金 132,000.00       福利奉獻支出 150,000.00 - - - 150,000.00 105,191.40
119,310.00 　 借堂 130,000.00       宣教士奉獻支出 10,000.00 - - - 10,000.00 -
370,816.57 412,000.00       神學奉獻支出 100,000.00 - - - 100,000.00 90,000.00

      維修奉獻支出 100,000.00 - - - 100,000.00 -
121,892.58 (八) 各部進款 100,000.00       聖誕奉獻 支出 180,000.00 - - - 180,000.00 65,463.00

      沙田購堂 330,000.00 - - - 330,000.00 -
18,070.00 (九) 葵盛福音中心進款 66,500.00 1,050,075.00 - - - 1,050,075.00 433,408.10

53,980.20 (十) 沙田支堂進款 40,000.00 (五) 借堂支出 5,000.00 - - - 5,000.00 7,840.00
5,000.00 - - - 5,000.00 7,840.00

62,222.25 (十一) 生命培育中心 -LERC 92,500.00

316,969.50                        LifeKids 381,680.00 (六) 差傳及對外奉獻 

379,191.75 474,180.00 　   生命堂差傳會 20,000.00 - - - 20,000.00 20,000.00
      對外福音事工 478,000.00 - - - 478,000.00 481,000.00

- (十二) 發展基金撥轉 - 228.00
      支持指定宣教士 195,000.00 - - - 195,000.00 240,000.00

464,246.00 (十三) 物業基金勾銷 464,246.00 693,000.00 - - - 693,000.00 741,228.00

400.00 (十四) 變賣資產溢利 - (七) 活動 (夏令會/生命之道等) 55,000.00 - - - 55,000.00 17,220.40

(八) 按牧典禮及聚餐 50,000.00 - - - 50,000.00 -

(九) 撥轉基金 - - - - - 624,611.72

(十) 折舊準備 1,126,663.30 - - - 1,126,663.30 1,145,612.09

結存 / 不敷 540,927.70 (1,025,520.00) (806,904.00) (369,240.00) (1,660,736.30) (1,284,808.94)

12,065,753.71  12,599,926.00 10,489,246.00 396,500.00 890,000.00 824,180.00 12,599,926.00 12,065,753.71

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二零一七年度財政預算

      匯兌差額損失

      清遠事工

1

2016年收入 收入項目 收入 支出項目 支出 - 總堂 支出-葵福 支出-沙田 支出-生命培育 總支出 2016年支出

(一) 尖沙咀總堂經常費 (一) 經常費

492,875.11         主日奉獻 522,000.00 　 薪金 4,830,200.00 765,300.00 945,000.00 847,000.00 7,387,500.00 7,079,159.30
4,442,941.00         常年奉獻 4,623,000.00 　 強積金 236,800.00 45,920.00 56,700.00 50,820.00 390,240.00 356,466.93
2,523,448.55         感恩奉獻 2,680,000.00 　 醫療保險 / 醫藥 44,000.00 5,800.00 9,600.00 7,200.00 66,600.00 51,990.51

57,301.93         主日學奉獻 60,000.00    實習神學生津貼 81,000.00 30,000.00 18,000.00 - 129,000.00 101,309.70
32,943.00         團契奉獻 35,000.00    銀行費用 2,000.00 - - - 2,000.00 1,382.98
32,789.90         其他奉獻 30,000.00 1,944.45

7,582,299.49 7,950,000.00 　 電腦資訊 67,920.00 - 8,800.00 76,720.00 60,830.40
　 餉稅 73,000.00 - - 30,000.00 103,000.00 98,080.00

(二) 沙田支堂經常費 　 傢具 12,000.00 - - - 12,000.00 8,416.80
117,804.00         主日奉獻 134,000.00 　 保險 20,000.00 1,300.00 4,800.00 1,500.00 27,600.00 27,119.17
561,455.00         常年奉獻 616,000.00    維修/裝修 232,720.00 - 12,000.00 244,720.00 317,612.20
91,880.00         感恩奉獻 97,000.00 　 水電 350,400.00 - 8,400.00 19,200.00 378,000.00 369,925.20
2,693.10         主日學奉獻 3,000.00 　 郵電 37,400.00 3,600.00 4,800.00 5,400.00 51,200.00 45,639.54

773,832.10 850,000.00 　 印刷 / 文具 78,920.00 - 31,000.00 109,920.00 99,039.64
　 書報 24,270.00 1,600.00 500.00 26,370.00 18,958.90

(三) 葵盛福音中心　 　 舟車 12,000.00 4,500.00 500.00 17,000.00 36,200.40
89,529.90         主日奉獻 93,000.00 　 佈置 48,200.00 - - - 48,200.00 35,494.75

108,800.00         常年奉獻 101,000.00  　清潔 70,800.00 - 500.00 71,300.00 56,924.10
35,300.00         感恩奉獻 38,000.00    廣告 12,000.00 - - 36,000.00 48,000.00 32,464.59
85,700.00         其他奉獻 98,000.00    賀儀/ 花儀 40,000.00 - 1,000.00 41,000.00 13,388.50

319,329.90 330,000.00 　 雜用 76,500.00 4,000.00 8,000.00 12,000.00 100,500.00 64,101.85
6,350,130.00 862,020.00 1,055,300.00 1,063,420.00 9,330,870.00 8,876,449.91

300,990.00 (四) 生命培育資源中心 350,000.00

(二) 各部事工經費

(五) 差傳及對外奉獻 　 傳道部 / 崇拜部 65,000.00 - - - 65,000.00 68,737.11
657,855.00         總堂 673,000.00 　 宣教部 / 佈道部 39,950.00 - - - 39,950.00 28,432.50

4,235.50         沙田支堂 5,000.00 　 基教部 102,000.00 - - - 102,000.00 86,908.54
9,600.00         葵盛福音中心 10,000.00 　 聖樂部 155,000.00 - - - 155,000.00 206,278.48
2,891.30         總堂主日學 5,000.00 　 團契部 211,000.00 - - - 211,000.00 201,470.70

674,581.80 693,000.00 　 關顧部 45,500.00 - - - 45,500.00 33,157.90
　社關部 - LERC - - - 35,000.00 35,000.00 22,144.70

(六) 其他事工奉獻                   LifeKids - - - 95,000.00 95,000.00 75,641.30
141,595.78         福利奉獻 150,000.00    葵盛福音中心 - 560,000.00 - - 560,000.00 255,138.50
13,200.00         宣教士奉獻 10,000.00 618,450.00 560,000.00 - 130,000.00 1,308,450.00 977,909.73

145,281.04         聖誕奉獻 180,000.00

212,080.00         神學奉獻 100,000.00 (三) 沙田堂經費 - - 641,604.00 - 641,604.00 526,282.70
104,300.00         維修奉獻 100,000.00 - - 641,604.00 - 641,604.00 526,282.70
389,666.50         沙田購堂 330,000.00

1,006,123.32 870,000.00

(四) 其他事工費用

(七) 其他收入 　 基督教聯會收益捐 102,900.00 - - - 102,900.00 98,716.30
119,506.57 　 利息 150,000.00 　 生命堂聯會收益捐 77,175.00 - - - 77,175.00 74,037.40
132,000.00 　 租金 132,000.00 　 福利奉獻支出 150,000.00 - - - 150,000.00 105,191.40
119,310.00 　 借堂 130,000.00 　 宣教士奉獻支出 10,000.00 - - - 10,000.00 -
370,816.57 412,000.00    神學奉獻支出 100,000.00 - - - 100,000.00 90,000.00

   維修奉獻支出 100,000.00 - - - 100,000.00 -
121,892.58 (八) 各部進款 100,000.00 　 聖誕奉獻 支出 180,000.00 - - - 180,000.00 65,463.00

   沙田購堂 330,000.00 - - - 330,000.00 -
18,070.00 (九) 葵盛福音中心進款 66,500.00 1,050,075.00 - - - 1,050,075.00 433,408.10

53,980.20 (十) 沙田支堂進款 40,000.00 (五) 借堂支出 5,000.00 - - - 5,000.00 7,840.00
5,000.00 - - - 5,000.00 7,840.00

62,222.25 (十一)生命培育中心 -LERC 92,500.00

316,969.50     LifeKids 381,680.00 (六) 差傳及對外奉獻 

379,191.75 474,180.00 　   生命堂差傳會 20,000.00 - - - 20,000.00 20,000.00
     對外福音事工 478,000.00 - - - 478,000.00 481,000.00

- (十二) 發展基金撥轉 - 228.00
     支持指定宣教士 195,000.00 - - - 195,000.00 240,000.00

464,246.00 (十三) 物業基金勾銷 464,246.00 693,000.00 - - - 693,000.00 741,228.00

400.00 (十四) 變賣資產溢利 - (七) 活動 (夏令會/生命之道等) 55,000.00 - - - 55,000.00 17,220.40

(八) 按牧典禮及聚餐 50,000.00 - - - 50,000.00 -

(九) 撥轉基金 - - - - - 624,611.72

(十) 折舊準備 1,126,663.30 - - - 1,126,663.30 1,145,612.09

結存 / 不敷 540,927.70 (1,025,520.00) (806,904.00) (369,240.00) (1,660,736.30) (1,284,808.94)

12,065,753.71  12,599,926.00 10,489,246.00 396,500.00 890,000.00 824,180.00 12,599,926.00 12,065,753.71

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二零一七年度財政預算

   匯兌差額損失

     清遠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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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差傳及對外奉獻(預算)
神學院／機構 2017 年預算金額

(一)基督教潮人生命堂聯會―差傳事工： 20,000.00
(二)神學院事工：
中華神學院(香港)有限公司 30,000.00
播道神學院 25,000.00
建道神學院 15,000.00
中國神學研究院 15,000.00
香港神學院有限公司 15,000.00

(三)本港福音事工：
香港聖經公會 15,000.00
香港讀經會 15,000.00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有限公司 15,000.00
海外基督使團 12,000.00
中國信徒佈道會有限公司 12,000.00
香港三元福音倍進佈道有限公司 12,000.00
伊利沙伯醫院院牧事工有限公司 10,000.00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有限公司 10,000.00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有限公司 10,000.00
遠東廣播有限公司 10,000.00
前線差會 10,000.00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 10,000.00
香港宣明會 10,000.00
明光社 10,000.00
大使命中心 10,000.00
房角石協會 8,000.00
和諧事業國際基金會有限公司 8,000.00
基督教靈實協會(福音事工部) 8,000.00
工業福音團契 8,000.00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有限公司 8,000.00
全港教會男士小組聯盟 8,000.00
香港啟發課程有限公司 6,000.00

    城市睦福團契 6,000.00
    烏都鄰舍中心 6,000.00
    讚美操協會 6,000.00
    咫尺天堂(婚福事工)有限公司 6,000.00
       Awana Hong Kong Limited 10,000.00
       Asian Charity Services 10,000.00
(四)宣教事工：

指定宣教士 - 嚴鳳山宣教士 15,000.00
羊先生夫婦 30,000.00
阿拔露德宣教士 30,000.00
小驢夫婦宣教士 30,000.00
葉靜儀宣教士 30,000.00
馬祈 30,000.00
劉偉鳴、梁琬瑩宣教士夫婦 15,000.00

(六)海外福音事工：
指定宣教士 - Rev. John Chan 15,000.00

德國中文圖書館 6,000.00
(七) 福音事工備用： 103,000.00

合計 69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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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總堂

地址：九龍尖沙咀寶勒巷25號
電話：2366-6012
傳真：2721-0256
網址：www.tstscc.org
電郵：church@tstscc.org

沙田支堂

辦公室地址：
沙田小瀝源源順圍28號都會廣場602室
電話：2635-3431
傳真：2635-3727
電郵：shatinscc@gmail.com

聚會地址：
沙田小瀝源源順圍28號都會廣場7樓短宣中心（主日崇拜及主日學）

葵盛福音中心

活動中心及辦公室地址：
葵芳盛芳街7號葵芳商業中心1501室
電話：2423-0191（活動中心） /  9208-4914（周教師）
傳真：2426-3196
電郵：kwaishing@tstscc.org

聚會地址：
新界葵涌葵盛圍32-40號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新界會所406室（主日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