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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址：九龍何文田常和街二號     電話：2712-5125    電子郵件：hkccchmt@hkccc.org.hk 

香港華人基督會 

二零二一年全年主題 

【建立生命服侍神  進入社群傳福音】 
十一月份 家事分享 

教會消息 

1. 本會傳道同工黃秋萍姑娘於 11 月 14 日（主日）前往中華基督教會
禮賢會上水堂證道，請在禱告中記念。 

2. 每周主日司事組人數將逐步由現時 12 人減至 10 人。這段期間，如
有司事出缺，將不作替補，謹此周知。 

3. 本會第 243 期會訊將於 12 月出版，歡迎各弟兄姊妹投稿分享，文稿
請以電郵方式交予蔡車綺婷姑娘，截稿日期為 11 月 14 日（主日）。 

4. 執事同工聯席會議於 11 月 21 日（主日）下午 3 時正舉行，請各有
關肢體預留時間出席，並請代禱。 

5. 本會為肢體（會友及非會友）預備的 2022 年月曆已印備，請於敬拜
後到大堂杪自行取用。 

6. 為確保會友收到由本會寄出的郵件，如各肢體之個人資料有所更改
（地址、電話、電郵等），請即填寫資料更改表格並交予本會幹事辦
理，多謝合作。 

7. 11 月份的月捐封已經準備妥當並放置在捐封座內，請弟兄姊妹可以
索取。請弟兄姊妹將奉獻放入奉獻封後，記得清楚寫上奉獻的金額，
以便財務委員會執事核對。如用支票奉獻，抬頭請寫「香港華人基督
會」或「The Hong Kong Chinese Church of Christ」，以便財務委員會
執事覆核，並由會計幹事發回收據。 
 

8. 教會網頁更新及 Facebook 專頁啟用通告 

為迎合媒體資訊平台最新發展，教會網頁已經完成更新。同時，
為讓弟兄姊妹更快更方便獲取教會資訊，本會亦正式設立首個官
方 Facebook 專頁（專頁名稱：「HKccc 香港華人基督會專頁」；
連結：https://www.facebook.com/109838201156844/）。 
 
誠邀弟兄姊妹瀏覽，多加善用。如對教會網頁及 Facebook 專頁
內容有任何建議，歡迎聯絡程百全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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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繆劉泳兒姑娘離職通告 

執事會日前收到繆劉泳兒姑娘來函，請辭部份時間校園傳道

一職，經與代堂主任蔡車綺婷姑娘商討後，唯有接納，最後在職

日為 2021 年 11 月 18 日。 

劉姑娘為本會會友，神學畢業後隨即於 2016 年 9 月入職本

會，擔任半職校園傳道，於 2019 年 3 月轉任為部份時間校園傳

道，一直事奉至今。 

執事會感謝劉姑娘過去五年的事奉和擺上，從中協助校園福

音事工的發展，亦令本會在疫情期間與鄰校之合作仍得以維持。

祈求天父上帝賜福予泳兒姑娘的家庭及日後之傳道事奉，並期望

本會眾肢體繼續與泳兒姑娘一家同心同行。 
 

香港華人基督會執事會 謹啟 
 

10. 林結英姑娘轉職部份時間傳道同工通告 

林結英姑娘日前向執事會申請轉職部份時間傳道同工，為期 

約半年。申請已獲執事會接納，由 2021 年 11 月 9 日起生效。由

於林姑娘近期需要照顧家人，故須在工時上作出調整。於這期間

內,林姑娘將會減少出席各項教會聚會及小組聚會的次數。願 天

父上帝保守林姑娘一家，並盼望林姑娘早日恢復全職事奉的工作。 
 

香港華人基督會執事會 謹啟 
 

11. 基愛堂部份時間清潔同工離職通告 

基愛堂部份時間清潔同工陳瑞莊姊妹日前請辭，並將轉至另

一份全職工作，最後工作天為 11 月 30 日。願 天父上帝賜福陳姊

妹一家的生活及未來的工作。 

基愛堂現誠聘部份時間時薪清潔同工，每星期工作六小時至

八小時，薪酬面議，有經驗者優先考慮。有意者請把履歷電郵至

hkccckeioichurch@gmail.com。 
 

香港華人基督會執事會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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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日早禱會 

2021 年 11 月份網上早禱會，誠邀弟兄姊妹參與。 

時  間：2021 年 11 月 7 日（主日）上午 9 時正開始 

（歡迎提早 5 分鐘登入） 

負責人：林結英姑娘 

形  式：實體（祈禱房）及網上同步，登入連結如下： 

https://us02web.zoom.us/j/83749710991?pwd=MFlVaGR5WHV2Y1BTenBxV2daSzdXdz09

會議 ID：837 4971 0991 

密  碼：997576 

 

13.                   十一月份祈禱會 

主日敬拜後祈禱會  
日 期：11 月 21 日（主日） 
時  間：敬拜後（同步直播） 
內  容：為教會發展祈禱 
負責人：馮啟樂弟兄 
 
周二晚祈禱會  
(1) 日 期：11 月 9 日（禮拜二） 

時  間：晚上 8:00 
內  容：雷振華牧師分享疫情下的文字宣教工作 
負責人：冼朱詠德姊妹 

 
(2) 日 期：11 月 16 日（禮拜二） 

時  間：晚上 8:00 
內  容：為傳道同工的身心靈及教會需要牧人祈禱 
負責人：蔡車綺婷姑娘、黃信君弟兄 

 
(3) 日 期：11 月 23 日（禮拜二） 

時  間：晚上 8:00 

內  容：校園及學生福音工作 
負責人：黃秋萍姑娘、張志誠弟兄 

 
周二晚祈禱會形式：實體（副堂）及網上同步，網上連結： 

https://us02web.zoom.us/j/87479175943?pwd=QkM5MmEwUVBPaWJjRW5HNUpNem5vdz09 

會議 ID：874 7917 5943 

密   碼：209812 

   

https://us02web.zoom.us/j/87479175943?pwd=QkM5MmEwUVBPaWJjRW5HNUpNem5vd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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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基督會 

周年會友大會及特別會友大會通告 
 

敬啟者：本會謹訂於主曆 2021 年 12 月 12 日（主日）在本會禮堂舉
行周年會友大會及特別會友大會，兹將詳情分列如下，敬請垂注，並
屆時出席和禱告記念。如有查詢，請與執事會書記莊興培弟兄聯絡。 
(一) 周年會友大會 

1. 時間：中午 12 時至 12 時 30 分 
2. 議程：2.1 審議及通過執事會報告 

2.2 審議及通過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財務
報告及核數師報告 
(註：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財務報告及

核數師報告於 2021 年 11 月 22 日（禮拜一）
起供會友查閱。如欲查閱，請聯絡執事會司數
蘇愛娟姊妹。) 

2.3 審議及通過聘用下年度核數師及其酬金  
(二) 特別會友大會 

1. 時間：下午 12 時 30 分至 2 時 
2. 議程：選舉下屆執事（開票、點票、唱票和宣佈結果） 
3. 候選執事芳名（排名以英文字母先後次序排列）： 

 

1 翁江樺# 10 莊汶鋒 19 許家枬# 28 李天柱 37 唐駿昊 

2 陳茂明# 11 周家俊 20 關信基# 29 梁炳球# 38 王珏 

3 陳少梅 12 周培欣# 21 關偉基# 30 麥偉權 39 黃慕賢 

4 陳恩言# 13 周偉民 22 郭昊賢# 31 吳志偉# 40 黃燕芝 

5 陳雅婷# 14 蔡慧玲 23 賴駿基# 32 布麗儀 41 胡淑至 

6 錢群英 15 鍾惠儀 24 林俊傑 33 潘嘉玲 42 胡永正# 

7 程百全 16 馮啟樂 25 林承基 34 薩嘉俊 43 葉嘉成 

8 招泳華# 17 何兆泰 26 林泓昕# 35 冼家裕 44 姚銘珊 

9 莊興培 18 何慧妍# 27 李健文 36 沈楊楊 45 余漫娜# 
 

# 接獲通知，放棄 2022 年候選執事提名，請會友垂注。 
 
4. 敬請會友於 2021 年 11 月 14 日（主日）在禮堂入口處領取選

票。當日未有領取的選票將郵寄至會友登記的通訊地址。 
5. 候選執事的基本資料亦會於 2021 年 11 月 21 日（主日）在禮堂

入口處壁報板上張貼，以供查閱。電子版亦會透過牧區發放。 
6. 敬請會友會前圈選，選票可於 2021 年 11 月 14 日（主日）起投

進設於禮堂入口處的選票箱內。 
 
此致 

列位會友 
香港華人基督會執事會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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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月捐奉獻及差傳奉獻】安排通告 
 

敬啟者： 
 
本會已恢復實體主日敬拜，會友可於大堂杪捐封座內索取月捐

封。如果會友未能出席敬拜，仍然可以透過以下途徑奉獻。 
 

（一）以支票作奉獻 
會友把奉獻以劃線支票寄回本會（九龍何文田常和街二號）會
計幹事收，請在支票背面寫上奉獻者中文姓名、聯絡電話、金額
及月捐封編號（盡量提供），支票抬頭：香港華人基督會。 

 
（二）以銀行轉賬作奉獻 

會友可親身到銀行或在銀行櫃員機把奉獻轉入本會滙豐銀行戶
口，資料如下： 

教會名稱：THE HONG KONG CHINESE CHURCH OF CHRIST 
銀行名稱：HSBC 
戶口號碼：018-106054-001 

請保留入數紙，在入數紙正面寫上奉獻者中文姓名、聯絡電話、金
額、月捐封編號（盡量提供），然後把入數紙拍照，並 WhatsApp 
至本會指定的手機（6543-9835）。 
收到入數紙，經司數覆核後會 WhatsApp 奉獻會友確認收訖，並
如常安排收據。 

 
（三）以個人網上理財作奉獻 

1. 會友把奉獻以個人網上理財轉入本會滙豐銀行戶口，資料如
下： 
教會名稱：THE HK CHINESE CHURCH OF CHRIST 
銀行名稱：HSBC 
戶口號碼：018-106054-001 

2. 請列印入數截圖，在入數截圖正面寫上奉獻者中文姓名、聯
絡電話、金額、月捐封編號（盡量提供），然後把入數截圖拍
照，並 WhatsApp 至本會指定的手機（6543-9835） 

3. 收到入數截圖，經司數覆核後會 WhatsApp 奉獻會友確認收
訖，並如常安排收據。 

 
除上述轉賬途徑，恕未能接受其他網上轉賬方法，上述奉獻途徑

已生效，敬請會友按感動及本份奉獻，如有查詢，請 WhatsApp（6543-
9835）留言，財務組執事會盡快回覆。 
 

此致 
全體會友 

香港華人基督會執事會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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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牧區 

長者牧區  
迦勒組聚會 

日    期：11 月 20 日（禮拜六） 

時    間：早上 9 時 30 分 

集合地點：東涌地鐵站 A 出口 

內    容：唱詩、聖經分享及祈禱 

查    詢：陳肇權弟兄 

（交通費用及午膳自付） 

 
成年牧區  

慧賢組聚會 
 
日  期：11 月 13 日（禮拜六）   內 容：探訪（外出） 

11 月 27 日（禮拜六）           唞唞氣（戶外） 

查  詢：林結英姑娘、陳陳少梅姊妹 

 

親子講座 

主題：6A 品格教育 
 
講  員︰黎蔡婉恩女士  

（基督教研究碩士、6A 品格教育講師、美國正面管教協會

註冊認證家長講師、Tuning In To Kids 專業認證導師、

Tuning In To Teens 專業認證導師、三個孩子的母親） 

日  期︰11 月 14 日（主日） 

時  間︰下午 2 時至 3 時 30 分 

地  點︰副堂第三、四格；同步 Zoom 網上直播，QR Code 

對  象︰成年牧區 B 區家庭、兒童聖樂詠團家長、基督少年軍家長、

新朋友家長 

查  詢：林結英姑娘（27125125 內線 13） 

備  註︰1. 講座舉行期間在二樓演講室設兒童託管。 

2. 如有帶新朋友家長參與的肢體，請個別通知林姑娘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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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智慧研習室 

探討不同生命專題，以講座及小組查經形式輪流進行。對

象為青年及成年人仕。 
 

下次舉行的日期及時間： 
 

日 期：2021 年 11 月 20 日（禮拜六） 

時 間：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 

地 點：本會副堂（地下） 

研 經：從定時與死亡中譜出智慧（傳道書三章 16 至 22 節） 

講 員：李富成牧師（本會顧問牧師） 

查 詢：潘耀堅弟兄或黃信君弟兄 

 

報名及下載電子宣傳單張，請掃描登入教會網頁：  

 

歡迎何文田區內坊眾、會眾肢體，並預約親友，齊來參與！ 

 

真理裝備中心 

 

11 至 12 月真理裝備課程於 11 月 7 日（主日）開始。上課地點已張貼

在辦公室門外及一樓洗手間外的壁報板上，並堂尾接待處枱面，請各

肢體留意及準時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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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庭管理委員會 

 

【尋人】恩庭之友 

進入社群傳福音，關心社區需要您。誠邀弟兄姊妹加入「恩

庭之友」，透過 WhatsApp / Signal「群組」以最快時間接收恩庭和

社區最新資訊、義工招募消息和代禱事項，用實際行動活出愛人

如己大誡命和傳揚福音大使命。 
 

事不宜遲，立即行動，登記成為「恩庭之友」。

請填寫以下 Google Form 登記： 

https://forms.gle/sojaVyiWyzJodATx7 

 

或 填寫放於堂杪接待處的登記表格，然後放入收集箱。 

 

佈道及栽培事工委員會 

 

平安夜福音晚會聚會預告 

主  題：【細真寶珠@「肺話連篇」】 

日  期：12 月 24 日（禮拜五） 

時  間：晚上 8 時正 

地  點：本會禮堂 

內  容：詩歌、見證及信息 

領  會：鄭兆鈞弟兄、薩嘉俊弟兄 

詩  歌：聖樂事工 

見  證：梁細珠姑娘（分享肺移植見證，當中配合動畫形式） 

講  員：梁仲堯牧師 

備  註：1. 當晚設有旅遊巴接送 

    2. 以實體及網上直播同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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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事工委員會 

十一月份宣教士代禱 

 

吳振忠牧師、溫淑芳師母 

1. 感恩疫情至今，教會各弟兄姊妹都安好，並且在大部分人都完成疫

苗接種後，教會大部分聚會都可以實體舉行，而聚會人數亦慢慢恢

復。 

2. 感謝主帶領我們的傳福音/外展事工，如中秋聚會、培靈會、感恩敬

拜、步行籌款等都能順利完成。 

3. 感謝主讓實體和線上聚會都有新朋友、慕道朋友參加。 

4. 感謝主讓我倆能恢復在家接待各弟兄姊妹，亦能恢復出外探訪和各

關顧工作。 

5. 11 月 7 日會舉行水禮和孩童奉獻禮，求主保守新葡弟兄姊妹靈命健

康成長，活出榮神益人的生命。 

6. 求主保守並且使用 12 月的各項活動，包括街頭報佳音，在各地的聖

誕特別聚會，在我們家舉行的學生/青年之夜。 

7. 漢堡教會的地下去水道、喉管、暖氣的鍋爐都需要整修，求主讓我們

能找到合適的維修公司。亦感恩教會內外的整理和維護都有弟兄姊

妹親自努力參與。 

 

施約瑟牧師、許慧玲師母 

1. 施牧師在杜拜短期的行程中，需要參加衆多的教會事工及主日證道，

求主賜更多心力、靈力和體力。 

2. 我們在杜拜的行程緊密，但衆多弟兄姊妹都希望約我們見面交流，可

惜時間上並不容許，而我們也不想造成當地教牧們的困擾，求主賜我

們智慧去面對及能合宜的安排。 

3. 為施牧師及師母的身體健康禱告，施牧師的左手臂常常疼痛，尤其晚

上睡覺時會痛醒，可能因為短時間內在巴西打了中國疫苗，後來因為

要符合加拿大入境手續而又打了兩針輝瑞疫苗。師母的身體則依然比

較虛弱，常常會怕冷及困倦。     



10 

  

香港華人基督會聯會 與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ACM)合辦 

>> 敬拜讚美奮興營 2021 開始接受報名!! << 

日  期：2021 年 12 月 26-28 日（主日至周二） 
地  點：突破青年村 
主  題：【夾縫中的門徒】 
對  象：各堂中學生或以上肢體均可參加 
營  費：在職 HK$600，全日制學生/非在職 HK$390 

大會主題經文：「你們務要儆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
要剛強。」（哥林多前書十六 13） 

 
日期 主題 講員 

12 月 26 日（主日）晚 夾縫中的醒覺 陳誠東牧師 
12 月 27 日（周一）早 夾縫中的關係 區祥江博士 
12 月 27 日（周一）晚 夾縫中的召命 禇永華牧師 
12 月 28 日（周二）早 夾縫中的教會 李富成牧師   

備  註︰ 

1. 大會設兒童營，內容：音樂、體藝、聖經教導，對象為小學生        
或有自理能力的兒童 

2. 27/12（一）設午間 Busking，將邀請各堂組隊參加，透過詩歌分
享信仰心路歷程，彼此聆聽互勉。 

 
網上報名表格：網址 https://forms.gle/SNKpk8xBHQvuLYMw9  

截止報名日期：2021 年 11 月 22 日（一） 
 
注意事項 

1. 奮興營宿位名額：155 位 
2. 宿舍房間有多種類型，由 2 人一房至 8 人一房 

（註：各房間住宿人數將按政府最新防疫指引作調整。） 
3. 報名基本上以先到先得分配，同時已為各堂預留一定宿位。名額

有限，額滿即止。 
4. 報名確認後，將透過各堂幹事通知及收集營費。 
5. 報名可由個人、家庭、或者牧區單位填寫。除家人外，男女將分

開編配房間。 
6. 「入營須知及備忘」將於奮興營舉行前三日以電郵方式寄予各參

加者。 
7. 除因突發事件、大會取消營會或報名名額爆滿外，報名一經確認，

恕諒不能退款，名額也不可轉讓，敬請留意。 
8.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以 WhatsApp 聯絡大會：6030 9933 

 

報名 QR code 

 

 

https://forms.gle/SNKpk8xBHQvuLYMw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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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奉獻簡報 

  
  1.  2021 年 10 月份會友奉獻簡報：  

 
日期 月捐奉獻 

主日 
感恩奉獻 

第卅六屆差傳奉獻 
信心認獻目標: $542,000.00 

認獻金額：$520,300.00 

 

 10月3日 $116,160.00 $4,247.50 $ 5,900.00  

 10月10日 $ 89,510.00 $4,167.00 $ 3,600.00  

 10月17日 $100,650.00 $4,491.00 $16,800.00  

 10月24日 $ 82,700.00 $4,477.00 $ 7,200.00  

 10月31日 $ 43,490.00 $5,079.00 $ 1,700.00  

  本月共收： 
$432,510.00 

本月共收： 
$22,461.50 

本月共收：$35,200.00 
累積共收：$468,020.00 

 

      
 

2. 2021 年 9 月份現金進支簡報： 

 
  

收入 2021年9月 2021年4月-2021年9月

 何文田 541,038                3,681,173                           

 基愛堂 70,131                  372,463                              

 恩庭睦鄰中心 51,936                  430,611                              

 恩庭長者活動中心 10,653                  276,263                              

 總收入 673,758                4,760,510                           

 何文田 583,778                3,119,722                           

 基愛堂 113,678                629,058                              

 恩庭睦鄰中心 90,673                  562,461                              

 恩庭長者活動中心 94,298                  488,316                              

 總支出 882,428                4,799,558                           

 何文田 (42,740)                 561,450                              

 基愛堂 (43,547)                 (256,595)                            

 恩庭睦鄰中心 (38,737)                 (131,850)                            

 恩庭長者活動中心 (83,645)                 (212,053)                            

整體盈餘/(虧損) (208,670)               (39,049)                              

盈餘/(虧損)

支出



12 

  

本月主日周刊鮮花奉獻 
  

日期 奉獻者 

11 月 7 日 聖餐主日 鍾鄧麗蓮姊妹 

11 月 14 日  紀念潘慈欣 

11 月 21 日 神學主日 林世明、陳秀麗伉儷 

11 月 28 日  呂堅文弟兄一家 

本會主日旅遊車安排 
 

旅遊車接會友
往教會的時間 

行程安排 
旅遊車由教會開出途經 
太子道至黃竹街的時間 

9：05am 

9：35am 

黃竹街， 

福華街交界 第一輪 

11：45am 【一般主日】 

12：00pm 
【聖餐主日、 
敬拜後祈禱會】 

9：10am 
9：40am 

太子地鐵站 
A出口 

12：10pm 【水禮】 

第二輪  1：15pm 【逢主日】 

敬拜事奉人員一覽表 

主日敬拜 
 11 月 14 日 11 月 21 日 11 月 28 日 12 月 5 日 

主題  神學主日  聖餐主日 

主席 胡布麗儀姊妹 黃信君弟兄 冼家裕弟兄 張志誠弟兄 

講員 李富成牧師 彭振國牧師 袁海生牧師 蔡車綺婷姑娘 

領唱 葉嘉成弟兄 黃學超弟兄 梁炳球弟兄 林伍寶蓮姊妹 

詩班 聖詠詩班 教青聯合詩班 

獻奏小組 

教青聯合詩班 

指揮 梁林在萍師母 黃燕芝姊妹 葉穎琪姊妹 

鋼琴 馮林洪恩姊妹 葉穎琪姊妹 彭黃珊珊姊妹 

風琴 梁炳球弟兄 梁林在萍師母 鍾羅雅麗姊妹 周胡淑至姊妹 

回應祈禱 鍾浩程弟兄 陳曾可恩姊妹 梁炳球弟兄 李兆賢弟兄 

主領執事 

莊興培弟兄 麥偉權弟兄 黃信君弟兄 何兆泰弟兄 

張志誠弟兄 葉嘉成弟兄 李健文弟兄 陳陳少梅姊妹 

何兆泰弟兄 冼家裕弟兄 胡布麗儀姊妹 程百全弟兄 

司事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一組 

插花 梁細珠姑娘 廖偉珍姊妹 吳李鳳潔姊妹 楊凱珊姊妹 

音響組 朱焯成弟兄 朱焯成弟兄 
沈楊楊弟兄 
李敬庸弟兄 

關偉基弟兄 
曹振鴻弟兄 

投影組 
程百全弟兄 
陸映慧姊妹 

薩嘉俊弟兄 
薩陳雅婷姊妹 

李泓迪弟兄 
賴國雄弟兄 

馮啟樂弟兄 
鄭兆鈞弟兄 

圖書館 陳陳少梅姊妹 謝依權弟兄 陳陳少梅姊妹 楊凱珊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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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敬拜 
 11 月 13 日 11 月 20 日 11 月 27 日 12 月 4 日 

領會 馮林洪恩姊妹 彭黃珊珊姊妹 出外 黃學超弟兄 

講員 夏阮雲姑娘 李富成牧師 繆嘉暉傳道 林結英姑娘 

恩庭樂敬拜 
 11 月 12 日 11 月 19 日 11 月 26 日 12 月 3 日 

主席 胡佩芳姊妹 李麗賢姊妹 尹麗琼姊妹 陳錦賢姊妹 
講員 梁仲堯牧師 李富成牧師 蔡車綺婷姑娘 陳麗玉姑娘 
領唱 葉穎琪姊妹 李富成牧師 李幸森弟兄 梁炳球弟兄 
司琴 梁炳球弟兄 葉穎琪姊妹 梁炳球弟兄 葉穎琪姊妹 

兒童敬拜 
 11 月 14 日 11 月 21 日 11 月 28 日 12 月 5 日 

領唱 黃學超弟兄 翁黃慧盈姊妹 葉嘉成弟兄 李李碧娟姊妹 

講員 林結英姑娘 胡布麗儀姊妹 胡永申弟兄 黃秋萍姑娘 

周次 第四周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小學組周長 張李淑儀姊妹 劉偉翹弟兄 葉貝思盈姊妹 陳頌基弟兄 
幼兒組周長 王王 珏姊妹 麥姚銘珊姊妹 陳連少萍姊妹 胡布麗儀姊妹 
兒童活動時間 因防疫而暫停 

分堂―基愛堂消息 

主日敬拜 
11 月 14 日 11 月 21 日 

(三十周年堂慶) 
11 月 28 日 12 月 5 日 

主席 區吳月明姊妹 張烈慈弟兄 陳錦芳姊妹 張李麗娟姊妹 
講員 陳維哲傳道 蔡車綺婷姑娘 陳維哲傳道 古倩儀姑娘 

教會消息及代禱事項： 

1. 求主賜福 11 月基愛堂 30 周年堂慶感恩聚會及愛筵，願榮耀歸與神，
願父神堅固我們衆信徒服侍基層的異象，並宣教差傳方面的心志。 

2. 感謝主疫情受控，廠商會中學復課在即，課後活動逐漸恢復，求主賜
福本堂中學生福音事工，能為主多多得人。 

3. 求主帶領同工及教會領袖們策劃新一年的聖工，有從神而來的方向及
亮光，願聖靈感動教會上下齊心，努力拓展神家。 

澳門華人基督會消息 

教會消息及代禱事項： 

1. 團契和兒童敬拜，曾因防疫暫停五個星期、在十月最後一週重開。 
2. 十月份的聖餐，延後了兩週；小組暫定每月聚會一次。主日敬拜的人

數已經回復疫情之前。 
3. 會友：任職護士的陳姊妹添一男嬰；目前有三位弟兄居留台灣，恩瀚

（廖牧師兒子）剛在埔里註冊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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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人數一覽表 
 

本會聚會一覽表 
主日敬拜 每主日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卅分 (聖餐主日設於每月第一主日敬拜擧行) 

兒童敬拜 每主日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卅分 

青少年敬拜 每禮拜六下午三時至四時十五分 

恩庭樂敬拜 每禮拜五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卅分 (恩庭長者活動中心聚會) 

真理裝備 每主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一時及平日晚間 

早禱會 每主日上午九時至九時卅分 

主日敬拜後祈禱會 每月一次 (每月第三主日，如有特別情況日期會作改動) 

晚禱會 每月第二、四禮拜二晚上八時至九時卅分 (第二周為差傳祈禱會) 

分齡牧養 

長者牧區 (適合 65歲或以上人士)                         區牧：蔡車綺婷姑娘 

亞倫組 每主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一時 

迦勒組 每月聖餐主日後的禮拜六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成年牧區 (適合 35-65歲成年)   區牧：蔡車綺婷姑娘、林結英姑娘、鍾胡惠蓮姑娘 

成年 A 區  每禮拜五晚上八時 

成年 B 區 每月一至兩次，禮拜五、禮拜六或主日敬拜後聚會，歡迎查詢。 

成年 C 區 每月一至兩次，禮拜五、禮拜六或主日敬拜後聚會，歡迎查詢。 

慧賢組 每月第二及第四禮拜六下午二時卅分 

JOY 組 每月第二及第四主日下午二時 

恩庭婦女組 每禮拜三上午十時 

本會 10 月 3 日 10 月 10 日 10 月 17 日 10 月 24 日 10 月 31 日 

主日敬拜(實體) 
260 

(領聖餐 241) 
220 219 230 201 

網上最高瀏覽量 63 74 52 52 52 

恩庭樂敬拜 
17 

本會 12 人 
20 

本會 15 人 
42 

本會 30 人 
29 

本會 13 人 
37 

本會 30 人 
青少年敬拜 21 因風球取消 35 16 16 

兒童敬拜(小學組) 22 24 22 24 23 

兒童敬拜(幼兒組) 12 11 11 14 14 

總數 332 275 329 313 291 

真理裝備 37 35 32 35 37 

香港基督少年軍 因風球取消 因風球取消 42 39 33 

兒童(活動時間) 暫停 

早禱會 9 8 7 7 8 

敬拜後祈禱會 -- -- 37(7) -- -- 

晚禱會 -- 因風球取消 -- 21 -- 

總數 9 8 44 28 8 

基愛堂 10 月 3 日 10 月 10 日 10 月 17 日 
10 月 24 日 
戶外敬拜 

10 月 31 日 

主日敬拜 47 38 52 66 48 

兒童天地 19 11 14 1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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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牧區 (適合 22－35歲在職及已婚伉儷)     區牧：蔡車綺婷姑娘、繆嘉暉傳道 

青年 A 區 （在職青年）每禮拜六晚上六時四十五分 或 每主日下午二時至五時 

青年 B 區 （已婚伉儷）每月兩次，禮拜六下午或晚上聚會，歡迎查詢。 

少年及大專牧區 (適合 12-22歲青少年)        區牧：蔡車綺婷姑娘、繆嘉暉傳道 

中學生 每禮拜六下午四時十五分至五時十五分 

大專生 每主日下午二時至五時 

兒童牧區 (適合 3-12歲兒童/青少年)                        區牧：梁細珠姑娘 

兒童敬拜 （3 至 12 歲）每主日上午十時正至十一時卅分 

活動時間 （3 至 12 歲）每主日中午十二時正至下午一時 

基督少年軍 （5 至 21 歲）每禮拜五晚上七時卅分至十時 

通訊資料  

顧問牧師：梁仲堯牧師、李富成牧師             代堂主任：蔡車綺婷姑娘 

會    址：九龍何文田常和街二號 

電    話：2712-5125 圖文傳真：2761-1608 

電子郵件：hkccchmt@hkccc.org.hk 網    址：http://www.hkccc.org.hk 

傳道同工  

蔡車綺婷姑娘 yt.chair@hkccc.org.hk (內線14) 

梁細珠姑娘 sc.leung@hkccc.org.hk (內線25) 

繆嘉暉傳道[候選宣教士] kf.miu@hkccc.org.hk (內線29) 

林結英姑娘(部份時間) ky.lam@hkccc.org.hk (內線13) 

黃秋萍姑娘[校園傳道] cp.wong@hkccc.org.hk (內線32) 

繆劉泳兒姑娘(部份時間)[候選宣教士] wy.lau@hkccc.org.hk (內線30) 

鍾胡惠蓮姑娘[半職(恩庭)] pastor@gracenc.org.hk 2242-0094 

陳麗玉姑娘[半職(恩庭)] eva.chan@gracenc.org.hk 2242-0094 

幹事同工  

事工及執行幹事 李張淑賢姊妹 sy.chong@hkccc.org.hk (內線12) 

會計幹事 林陳美玲姊妹 ml.chan@hkccc.org.hk (內線11) 

兼職聖樂發展幹事 黃學超弟兄 hc.wong@hkccc.org.hk (內線28) 

  管堂同工 馬張景燕姊妹 (內線20) 

清潔及事務同工 葉范樹娣姊妹 (內線20) 

恩庭睦鄰中心  恩庭長者活動中心  

主任 張朝星先生   cic@gracenc.org.hk 

網址 http://www.gracenc.org.hk 

地址 九龍何文田邨逸文樓樓下 地址 九龍何文田冠暉苑鳴暉閣樓下 

電話 2242-0094 電話 2242-0771 

圖文傳真 2242-0095 圖文傳真 3914-9685 

社工 
盧馬惠敏姑娘 
sw2@gracenc.org.hk 社工 

黎潔心姑娘 
sw3@gracenc.org.hk 

活動幹事 
張中樑姑娘   
programmer@gracenc.org.hk 活動幹事 

李朱玉蓮姑娘 
lin@gracenc.org.hk   

mailto:hkccchmt@hkccc.org.hk
http://www.hkccc.org.hk/
mailto:yt.chair@hkccc.org.hk
mailto:ky.lam@hkccc.org.hk
mailto:cp.wong@hkccc.org.hk
http://www.gracen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