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總堂第十屆長老暨第廿四屆執事選舉 候選人資料



總堂第十屆候選長老

彭
祖
輝

加入本堂年份：1995

現任崗位：長老、關顧部

曾任崗位：傳道部 (2012 - 2017)、
基教部 (2000 - 2008)

事奉心聲分享：
在生命堂事奉，教我學習禱告，關
心主內弟兄姊妹，體現耶穌基督
「愛神、愛人」的吩咐；也因著信，
在這充滿挑戰的世代，願意繼續堅
守神的道，為教會守望，讓神的旨
意得以成就。



總堂第十屆候選長老

陳
大
衞

加入本堂年份：1975

現任崗位：長老、生命堂聯會主席

曾任崗位：尖沙咀堂議會主席

事奉心聲分享：
感謝上帝恩典！在過去五年葵福支
堂的事奉，經歷上帝奇妙的作為與
帶領！祈盼未來日子裡看到更多福
音果子，也看到更多弟兄姊妹起來！
親臨葵福，看到福音的禾場，同心
合意，興旺福音！



總堂第十屆候選長老

侯
傑
文

加入本堂年份：1987

現任崗位：執事、堂議會副主席、
事務部副部長、人力資
源小組召集人

曾任崗位：事務部、副文書、招待

事奉心聲分享：
感謝主保守帶領，讓我在基督教家
庭的主愛裡成長。在這人生旅途中，
主讓我有經歷磨練，提醒我要存順
服與謙卑的心，以主為中心，只聽
從祂的話。而事奉、服事是由心出
發，並以行動表示，敬拜主、聽從
主話、為主作工。



總堂第十屆候選長老

黃
俊
英

加入本堂年份：1996

現任崗位：執事、堂議會書記

曾任崗位：團契部部長、團契導師、
文字小組及資訊小組召
集人、英語傳譯員

事奉心聲分享：
連同英國教會時期，差不多連續擔
任執事崗位廿載，曾考慮暫時停下
堂議會事奉。近期看了一本書「不
完美的事奉」，思考神如何使用不
配的士師，在叛逆的世代中服侍祂
的子民，深深被神的計劃感動。事
奉是蒙福之路，得神的指導更是深
感恩寵。



總堂第廿四屆候選執事

蟻
穎
生

加入本堂年份：1998

現任崗位：執事、團契部副部長、
YoUnited 導師

曾任崗位：YoUnited 導師

事奉心聲分享：
我由祖父母帶回生命堂，從小跟家
人返生命堂，少年時得生命堂多位
主日學老師和少年崇拜導師愛心教
導和耐心回應我很多古怪的提問，
在天父恩手帶領高中時在生命堂受
洗成為會友，立志在少年事工上服
侍青年人。



總堂第廿四屆候選執事

王
維
安

加入本堂年份：2004

現任崗位：執事、基教部副部長、
AWANA 執行長、圖書

館小組召集人

曾任崗位：AWANA 執行長、圖書

館小組召集人

事奉心聲分享：
感謝天父讓我順利完成第一屆執事
任期。過去一屆我的個人得著是透
過和教牧緊密的合作,讓我可以近

距離學習他們如何謙卑服侍。未來
一屆我願意繼續與同工團隊緊密配
搭，服侍弟兄姊妹, 同心興旺生命

堂。



總堂第廿四屆候選執事

林
國
榮

加入本堂年份：2005

現任崗位：執事、財政部部長

曾任崗位：恩賜與事奉導師、崇拜
主席

事奉心聲分享：
感謝主讓我過去在團契部，宣教部
及財政部不同崗位上事奉 ，體會

到教會各部雖然分工，却又互相聯
絡於元首基督成為一體。過去兩年
多在財政部服事期間，既要按量入
為出的理財原則看守天父的糧倉，
更要和整個堂議會一同尋求異象，
按天父的心意擺放資源拓展聖工。



總堂第廿四屆候選執事

李
文
湘

加入本堂年份：1982

現任崗位：執事、事務部部長、財
政部副部長、成人三福
及故事編織法導師

曾任崗位：生命之道司事、團契團
長、栽培員

事奉心聲分享：
事奉過程中，喜怒哀樂也集齊，但主
恩常在，讓我經歷祂的教導、安慰，
當中的學習非常寶貴！教會將面對更
多的轉變、衝擊，就像門徒在風浪中
一樣，會慌亂、看不清狀況，當收到
耶穌說: 「太14:27」，便安心持開

放態度接受前面的事奉安排，一切交
在主手中。



總堂第廿四屆候選執事

莫
碧
琪

加入本堂年份：1990

現任崗位：執事、基教部部長、普
通話查經班導師

曾任崗位：以斯拉團團長

事奉心聲分享：
我在尖潮長大，在這裏受造就，感
謝神讓我有機會為這屬靈的家出一
分力。成為執事、加人堂議會後，
我能更深入地認識教會的運作，讓
我更欣賞每一位為教會付出的弟兄
姊妹，更愛這屬靈的家。



總堂第廿四屆候選執事

童
永
成

加入本堂年份：2000

現任崗位：執事、宣教部部長、初
信班導師

曾任崗位：團契團長及財政

事奉心聲分享：
信仰上的懷疑、逃避或失腳是我信
心的網羅。但在懷疑、逃避或失腳
處願踏上，便是我信心的體驗。所
以每當我有疑惑及憂慮時、知道是
上帝給我信心的功課。因此、我知
道: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

到底，就在基督裏有份了。所以、
這是我一生要學習做好的功課！



總堂第廿四屆候選執事

鄭
嘉
恩

加入本堂年份：1991

現任崗位：執事、堂議會主席、敬
拜小組、陪談及栽培員

曾任崗位：團契職員

事奉心聲分享：
感謝主在事奉中操練信心和等候的
功課，等候是因著需要神的帶領，
信心是看見我們沒有的及未能掌握
而踏上。近年經歷內外大小事情的
磨練，更深體會剛強壯膽的真意。
團隊事奉是我嚮往和珍惜的，正如
非洲有一句諺語：「要想走得快，
那就一個人走；若要走得遠，就要
一起走。」



總堂第廿四屆候選執事

林
惠
愛

加入本堂年份：1974

現任崗位：執事

曾任崗位：詩班指揮、團契部執事

事奉心聲分享：
感謝天父給我仍然有機去服侍神，
盼望能藉著彼得前書四章十節提醒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
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總堂第廿四屆候選執事

梁
美
鳳

加入本堂年份：1991

現任崗位：執事、聖樂部部長、早
堂詩班、成年詩班指揮、
主日學教員、栽培員

曾任崗位：兒童崇拜、兒童詩班指
揮、聖歌團職員、團契
職員

事奉心聲分享：
參加尖沙咀堂聚會已超過30年了，最初參
與兒童崇拜事奉，繼而參與聖歌團、主日
學教員、栽培員等事奉崗位，最初只抱著
大膽嘗試的心態去事奉，後來明白到要學
習謙卑、追求真理，並倚靠神的恩典，才
能在事奉中蒙恩，得喜樂。盼望在仍存留
的生命中，神繼續使用，成為榮神益人的
僕人。



總堂第廿四屆候選執事

楊
慧
儀

加入本堂年份：1981

現任崗位：執事、宣教部副部長

曾任崗位：團契職員、詩班、崇拜
普通話傳譯

事奉心聲分享：
自信主後一直在各樣不同的事奉崗
位事奉，雖然不一定是我擅長的，
事奉的路上也一直跌跌碰碰的，但
感謝神賜下各樣屬靈上的餵養和挑
戰，讓我成長。願意神繼續扶持拖
帶，讓我在事奉崗位上能榮神益人。



總堂第廿四屆候選執事

何
詠
君

加入本堂年份：1994

現任崗位：執事、崇拜部副部長、
樂揚詩班指揮、導唱

曾任崗位：崇拜司琴、敬拜小組、
團契導師

事奉心聲分享：
願以愛與弟兄姊妹一同服事基督的
身體，一同成長和面對挑戰。願建
立教會能成為弟兄姊妹的能量站
(power house)，支持他們建立屬

靈力量，好面對迷網和充滿困難的
時代，勇於活出信仰。



總堂第廿四屆候選執事

楊
國
姿

加入本堂年份：2003

現任崗位：執事、崇拜部部長、堂議
會副書記、團契導師、栽
培員

曾任崗位：傳道部副部長、 AWANA

訊息講員、約書亞及提摩
太團導師、但以理團團長

事奉心聲分享：
成為基督徒後：進深認識主耶穌，追
求靈命成長；透過事奉及見證，帶領
未信親友認識耶穌基督。成為本堂執
事後：關心主日崇拜(歸榮耀給神)及
日常敬拜(信徒生活見證)，追求不離

地、也不離天的基督徒生命。



總堂第廿四屆候選執事

黃
立
偉

加入本堂年份：1980

現任崗位：事務部綠化小組組員

曾任崗位：宣教部差傳組、事務部部
長、七十五週年慶典籌委
會、生命培育資源中心

事奉心聲分享：
過去的事奉中，經歷神大、小的修剪。
也從屬靈長輩的身教和智慧中得到啟
蒙和指導。同工的彼此服侍、肢體的
生活見證更是生命成長的一部份。感
謝主，能於尖潮與大家一同敬拜讚美
神、學習信心的操煉；在順、逆裡經
歷祂的同在和各方面的美善！



總堂第廿四屆候選執事

楊
麗
芳

加入本堂年份：1973

現任崗位：關顧部部員、招待、探
訪、崇拜花藝

曾任崗位：執事、關顧部部長

事奉心聲分享：
過去3年進入休息狀態，期間繼續參

與關顧部安息禮拜的工作。當看到
同工們不辭勞苦地服事每一個家庭
時，實在令我感動。現在知道教會
有需要，雖然未知自己能否應付，
盼望能出一點綿力，盡力而為。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
就當感恩，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
敬畏的心事奉神」希伯來書 12:28



總堂第廿四屆候選執事

鄭
泳
衡

加入本堂年份：1991

現任崗位：團契部部員(財政)、挪亞

團職員，敬拜小組組員

曾任崗位：執事、團契部部長、敬
拜小組組員

事奉心聲分享：
事奉是向神回應的其中一個途徑，
但當人考慮在那裡事奉，時間，工
作範疇等，都會從自己出發，在人
看來，困難重重，但在神手中，必
有美意，在這困難的年間，若天父
願意揀選作工， 我也願意回應。



總堂第廿四屆候選執事

侯
承
謙

加入本堂年份：2007

現任崗位：崇拜部部員、主日學導
師、少年詩班司琴、崇
拜司琴(電琴、鋼琴)

曾任崗位：約瑟團團長、陪談員

事奉心聲分享：
建立基督的肢體，是我由大學以來
的異象。高中時孤身一人，靈命乾
涸，但上了大學、入了團契，屬靈
生命再次興旺，體驗到群體互助互
愛、同心合意的追隨基督，是何等
的美。願此異象能帶到尖潮青年的
身上，領受主內團契的福樂。



總堂第廿四屆候選執事

杜
結
威

加入本堂年份：2014

現任崗位：路加團團長、栽培員、財
務部成員、教會管理系統
召集人

曾任崗位：團契職員、生命之道核心
組長

事奉心聲分享：
考慮是否參選執事時，腦海即閃現神
拒絕大衛為祂建造聖殿的記載，禱告
後轉念，神雖然拒絕大衛，但也喜悅
的，因他掛念神的事，又讀到主耶穌
責備人找藉口不全心全意跟從祂(路
9:57-62)，提醒我當盡心盡力把握

機會去事奉，無論結果如何，必蒙神
悅納。



總堂第廿四屆候選執事

范
寶
蓮

加入本堂年份：2010

現任崗位：葵福支堂堂委及兒童事工、
崇拜部部員、基教部部員、
相交部部員

曾任崗位：尼希米團職員、撒母耳團
導師

事奉心聲分享：
學效耶穌的吩咐，盼望能活出大誡命
和大使命。要愛神、愛人如己和向外
傳福音。並聖經中保羅強調合一的要
素是謙虛、溫柔、忍耐、愛心、和平。
常禱告求聖靈幫助，竭力保守聖靈所
賜合而為一的心。並靠著主加給我力
量的，凡事都能作。這是我在上帝面
前所領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