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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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全年主題 

【關係進深  服侍鄰舍】 
十月份 家事分享 

教會消息 

1. 本會傳道同工黃秋萍姑娘於 10 月 9 日（主日）前往禮賢會上水堂證
道，請在禱告中記念。 

2. 執事同工聯席會議於 10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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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會禮堂於 10 月 9 日（主日）下午 3 時正外借基督教會聖徒聚會所
舉行浸禮，謹此周知。 

4. 本會禮堂於 10 月 23 日（主日）下午 3 時正外借基督教會活石堂（九
龍堂）舉行浸禮，謹此周知。 

5. 華英中學通知，因學校的保安公司有所調動，且保安員人手緊絀的
情況下，10 月份未能開放停車場供本會會友泊車，敬希體諒。其後
再確認 11 月份可否恢復在校內泊車，謹此周知。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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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財務組發回收據。  

7. 受薪同工薪酬調整通告 
執事會於本年 9 月例會中，參考消費物價指數、政府公務員

2022 年薪酬調整、不同行業的薪酬趨勢及本會財政狀況後，通過
本會現職受薪同工薪酬上調 1.7%，並追溯至 2022 年 4 月生效。
因此，本會於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財政年度之薪
金及有關支出，將會增加約十二萬元。謹此周知。 

香港華人基督會執事會 謹啟 
 

8. 申請「2022保就業 」計劃通告 
本會作為合資格團體，本年第二季度申請了「2022 保就業」

計劃，並已於五至七月份取得一次性保就業津貼。此項津貼符合
本會作為慈善團體而享有政府所提供資源的原則。感謝上帝供
應，申請已獲批，津貼金額為港幣四十二萬二千八百元，日前已
存入本會戶口。 

這項申請，得以稍為紓緩今年財政壓力。仰望上帝引領基督
會眾肢體，繼續盡心竭力事奉，作出時間與金錢的奉獻，廣傳福
音，服務社群。 

香港華人基督會執事會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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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事工及執行幹事更改職銜通告 
為簡化職銜及更能清晣表達其職能，執事會月前例會通過自

10 月 1 日起，事工及執行幹事職銜改為行政幹事，其職能及薪級
維持不變。謹此周知。 

香港華人基督會執事會 謹啟 
 

10.                   香港華人基督會 
建議修訂執事選舉制度 

10.1                  修訂執事選舉制度通告 

為配合教會長遠發展，促進執事團隊的更替傳承，回應會友對
執事選舉制度的意見，執事會遂啟動執事選舉制度檢討。經過多輪
諮詢交流，慎重研究和考慮收集得到的意見後，執事同工聯席會議
於本年 6 月例會中通過了修訂執事選舉制度建議方案（需修改會章
部份）供會友議決。下一階段，執事會將召開特別會友大會審議建
議方案。若獲得通過並完成所有法定程序，預計最快可於 2023 年
12 月執事選舉中實行新安排。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主席陳陳少梅姊妹或書記莊興培弟兄。 
此致 

全體會友 

香港華人基督會執事會 謹啟 
 

10.2                    特別會友大會通告 

敬啟者：本會謹訂於主曆 2022 年 10 月 2 日（主日）在本會禮堂舉
行特別會友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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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中午 12 時至下午 1 時（是日真理裝備暫停一次） 

地 點：本會禮堂及網上同步，登入連結如下： 

https://us02web.zoom.us/j/86827204821?pwd=emlBVDd0Mkx0OTFoTUJyQ0g0VUdFdz09 
會議 ID：868 2720 4821 

密 碼：266743 

議 程：審議及通過以下特別決議案： 

「接納修改《會章》建議— 

1. 執事任期：將執事任期改為兩年一任，每兩年舉行一次執事選舉。 
2. 連任上限：規定每名執事最多可任五屆，任滿五屆之後，必須

停任一屆，然後方可再獲提名為候選執事。中途辭職或是中途
上任以致該屆任期不足兩年仍計算為一屆，達至上限後便需要
停任一屆，方可以再獲提名。有關規定由新選舉辦法產生的任
期起計。 

3. 投票資格：將投票資格改為凡具本會會友資格滿兩年及超過
18 歲可有投票權。」 

https://us02web.zoom.us/j/86827204821?pwd=emlBVDd0Mkx0OTFoTUJyQ0g0VUdFd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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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10 名會友親身出席即構成法定人數。提呈之決議案將由親
身出席之會友以投票表決方式經最少 75%的票數通過。選票
會於特別會友大會舉行當日現場派發。 

此致 
全體會友 

香港華人基督會執事會 謹啟 
 

10.3                 為修訂執事選舉制度禱告 
(1) 求神帶領我們察驗祂的旨意。 
(2) 求神幫助我們各人能夠滿有主的恩慈。有意見不同時，學效主

耶穌以柔和謙卑的態度待人，常持包容和接納的心。 
(3) 求神保守特別會友大會整個程序能順利進行，讓神的旨意成就

在教會當中。 
 

11. 香港華人基督會 
2023年執事選舉 

11.1                   2023年執事選舉通告 

敬啟者： 

本年度執事任期即將屆滿，按照會章規定，執事會須提名 45
位候選人，於本年 12 月之特別會友大會，由合資格會友選出來屆
15 位執事。 

凡具有選舉及被選舉資格之會友（即本港居民，年滿 21 歲，
加入本會滿 3 年），如欲推薦執事候選人，請於 10 月 2 日（主日）
中午 1 時或之前，以書面或電郵方式通知執事會書記莊興培弟兄
（電郵：sec.hkccc@gmail.com），以供執事會在 10 月 16 日（主日）
提名執事候選人時考慮。推薦執事候選人表格（紙本或電子版）可
向 行 政 幹 事 李 張 淑 賢 姊 妹 索 取 ， 亦 可 直 接 於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xp7wCxIDmaxVCCZ8Vi_lRI0GUXdgULf/view?usp=sharing下載。 

為減少被提名後退選情況，合資格被選舉的會友，如不願被提
名，亦請於 10 月 2 日（主日）中午 1 時或之前，以書面或電郵方
式通知執事會書記莊興培弟兄（電郵：sec.hkccc@gmail.com）。 

此致 
全體會友 

香港華人基督會執事會 謹啟 

 

11.2                     為執事選舉禱告 
(1) 求主親自揀選合祂心意的人，感動他們起來積極承擔執事事

奉，以僕人的心態，為主作工，服侍教會和弟兄姊妹。 

(2) 求主帶領整個執事選舉過程。 

(3) 求主賜弟兄姊妹與執事相互之間有美好溝通和信任禱告。 

mailto:sec.hkccc@gmail.com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xp7wCxIDmaxVCCZ8Vi_lRI0GUXdgULf/view?usp=sharing
mailto:sec.hkccc@gmail.com


4 

 

12. 招聘辦公室全職幹事通告 

本會現正招聘辦公室全職幹事，職責為處理文書及日常事
務。申請者需達預科/大專或以上程度，熟識電腦文書軟件運用，

具良好中文書寫能力者將獲優先考慮。歡迎本會及聯會肢體申
請，也歡迎各會友作出轉介。有意者可聯絡人事組召集人馮啟樂
弟兄或詳繕履歷電郵至 hr@hkccc.org.hk（只招聘用）。 

 

13. 主日早禱會 

十月份早禱會，誠邀弟兄姊妹參與。 

時  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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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同步以 Zoom 視像會議進行，登入連結 

https://zoom.us/j/97660935761?pwd=UWNkaXd5ZCs3QUVnQWxXNlphR2w5Zz09 

會議 ID：976 6093 5761      密  碼：295062 
 

14. 十月份祈禱會 

主日敬拜後全教會祈禱會 
主  題：為教會的社會服務，恩庭兩間中心能適切本區的需要代禱 

日  期：10 月 16 日（主日） 
時  間：敬拜後（同步直播） 

負責人：鍾胡惠蓮姑娘、周偉民弟兄 
 

周二晚祈禱會  
(1) 日 期：10 月 11 日（禮拜二） 

時  間：晚上 8 時 

主  題：為教會的社會服務，恩庭兩間中心能適切本區的
需要代禱 

負責人：張朝星先生、胡布麗儀姊妹 
 

(2) 日 期：10 月 25 日（禮拜二） 
時  間：晚上 8 時 

主  題：山水宣教士分享 
負責人：周偉民弟兄 

 

形  式：實體（副堂）及同步以 Zoom 視像會議進行，登入連結 

https://zoom.us/j/96667360684?pwd=NGJIUCswcHFyZGZqb1pmMUduUXVwdz09 

會議 ID：966 6736 0684      密  碼：921485 

mailto:hr@hkccc.org.hk
https://zoom.us/j/97660935761?pwd=UWNkaXd5ZCs3QUVnQWxXNlphR2w5Zz09
https://zoom.us/j/96667360684?pwd=NGJIUCswcHFyZGZqb1pmMUduUXVwd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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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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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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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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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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數快識別碼：160752358 

2. 請截圖入數紀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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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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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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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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年度財政預算報告 
 

 
執事會預期疫情今年會繼續影響本港社會及經濟，教會有可

能隨時再需要以網上聚會間斷地代替實體聚會，加上移民潮對教
會人力及資源的負面影響會越趨明顯，教會面對的財務壓力將會
持續增加。執事會經過審慎考慮後，建議今年度除了各區牧養及
福音工作需要外，其餘的各項支出均採用節流的方式製定預算。
經過與同工及各單位的溝通和同心協力，最終三月份執事會通過
了一個赤字的財政預算，我們預計在 2022/23 年度大約有一百六
十七萬多的不敷。 

 
整體現金收支預算大概如下： 

  
預算收入： 
何文田 
基愛堂 
恩庭睦鄰中心 
恩庭長者活動中心 

HK$ 6,297,802 
HK$   775,752 
HK$   842,000 
HK$    997,000 

合共： HK$ 8,912,554 

預算支出： 
何文田  
基愛堂  
恩庭睦鄰中心  
恩庭長者活動中心 

HK$ 6,553,571 
HK$ 1,540,071 
HK$ 1,267,500 
HK$ 1,220,000 

合共： HK$10,581,142 

盈餘/(虧損)： 
何文田  
基愛堂  
恩庭睦鄰中心  
恩庭長者活動中心 

(HK$ 255,769) 
(HK$ 764,319) 
(HK$ 425,500) 
(HK$ 223,000) 

整體盈餘/(虧損) 合共： (HK$ 1,668,588) 
 

 
大概如下： 
 
一、 何文田預算收支： 

 何文田的收入主要部份來自弟兄姊妹的月捐，其次是聚會
和小組的獻金及其他類別的獻金等。我們製訂收入預算的
時候，參考了過去幾年何文田的實際收入情況以及最近的
環境變化，使我們傾向較為保守的估計，預算本年度收入
較上年度預算收入下調 7%，從而作出何文田今年度約有六
百三十萬的收入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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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文田的支出主要是何文田堂的每月營運開支，包括以下
各項，由於預算收入減少，因此製訂今年度支出預算時必
需量入為出，改善預算多、開支少的情況，經各方的努力，
把何文田今年度的預算支出縮減至六百五十五萬，較上年
度支出預算減少 14%。 

 
何文田普通基金預算支出項目 比例 

(i) 薪酬 73.5% 
(ii) 小組牧養、真理裝備、探訪 3.1% 
(iii) 教會活動、敬拜、花刊 2.9% 
(iv) 維修 7.8% 
(v) 辦公室及行政費 5.2% 
(vi) 水電、電話、差餉、燃油 3.4% 
(vii) 聯會獻金 4.1% 

 
1. 大部份支出是同工薪酬（i），以及推展教會聚會、信徒

牧養及福音發展等工作（ii-iii）。 

2. 教會活動方面的預算支出（iii）：包括幾個新的福音性事
工及聚會―新的校園福音事工計劃 ACE、青少年營、平
安夜聖樂佈道晚會、社區聖樂欣賞會及建堂金禧紀念等。 

3. 總務方面的預算支出（iv）：包括冷氣系統維修保養、地
台維修保養、影音系統更換或添置，各項屬於整個座堂
之一般維修保養包括：水電、消防、天台防水、牆身、
防盜監察、滅蟲等。 

4. 神學教育方面：預算繼續資助五間神學院，包括播道神
學院、建道神學院、中國浸信會神學院、中國宣道神學
院及香港神學院。 

 
二、 基愛堂主要服侍基層群體，一如以往是赤字預算。主要收入

是獻金，而支出大部份是同工薪酬及教會活動，以繼續發展
牧養及福音工作。 
 

三、 恩庭睦鄰及長者兩間中心主要提供社區服務，一如以往是赤
字預算。值得注意的是在收入預算方面，賣旗籌款及課程收
入是兩所中心的重要支柱，分別佔恩庭睦鄰中心收入預算的
54%及恩庭長者活動中心收入預算的 28%，但兩者都較容易受
疫情的起伏影響。 
 
總括而言，雖然基督會在本年度仍然面對預算赤字、財政壓

力龐大，但只要各單位能夠善用資源、按神的心意建立信徒和大
大興旺福音，神的恩典必然夠用！如果任何會友有感動在教會財
務出謀獻策，歡迎與執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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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牧區 
 
成年牧區  
1. 迦勒組十月份聚會 

日  期：10 月 22 日（禮拜六）     
時  間：早上 10 時 
地  點：副堂第一、二格 
內  容：聖經分享、唱詩、祈禱 
查  詢：陳肇權弟兄  

 
2. 慧賢組十月份聚會 

日  期：10 月 8 日（禮拜六）   內 容：出外參觀 
10 月 22 日（禮拜六）           查經系列—創世記（10） 

時  間：下午 2 時 30 分            
地  點：恩庭長者活動中心 
查  詢：林結英姑娘、陳陳少梅姊妹 

 
3. 聖經智慧研習室 

在順逆散聚的生命歷程、真假虛實的世界意識當中，讓人得着智慧。 
對象為青年及成年人士。下次舉行的日期及時間： 

 
日 期：10 月 15 日（禮拜六） 
時 間：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 
地 點：本會副堂 
主 題：你在等甚麼？—上帝透過現實家庭的啟示 
講 員：李盛林牧師（前牧職神學院院長） 
查 詢：黃信君傳道、潘耀堅弟兄或劉何綺嫺姊妹 
報 名：請掃描右方 QR code  

歡迎何文田區內坊眾、會眾肢體，並預約親友，齊來參與！ 
 
兒童牧區  

兒童牧區導師招募 
「教養孩童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廿二章 6 節（和修本） 

兒童牧區現正招募兒童導師，如果你是： 
 任何年齡，信主一年或以上，追求成長，樂意事奉 
 有感小孩子在上帝的道中成長的重要，願意付上心力、時間守

望他們，與他們同行 
 喜愛小孩子，願意在團隊中學習配搭事奉 
 可以最少委身兩年，每月起碼一次在主日輪值，不隨便遲到、

早退及缺席 
請考慮在未來兩年參與兒童牧區的事奉，一同守望孩子的成長。 
 
其他詳情，請與梁細珠姑娘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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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樂事工委員會 
 

1. 敬拜讚美加力會 
主  題：耶穌一來 
經  文：約翰福音八章 12 節 
講  員：李富成牧師 
日  期：10 月 23 日（主日） 
時  間：下午 2 時 
地  點：副堂第三及四格（同步以 Zoom 視像會議進行） 
內  容：敬拜、信息、分組代禱 

 
2. 聖樂事工委員會 佈道及栽培事工委員會合辦 

平安夜聖誕音樂會聚會預告 

(一) 平安夜聖誕音樂會 
主      題：【耶穌，人類的希望 Jesus, Joy of Man's Desiring】 
日      期：2022 年 12 月 24 日（禮拜六） 
時      間：晚上 8 時至 9 時 30 分 
地      點：本會禮堂 
內      容：詩歌、見證及信息 
領會及講員：李富成牧師 
見      證：梁皓森弟兄、梁周培欣姊妹、楊永南弟兄、楊曉蘭姊妹 
備      註：1. 以實體及網上直播同步進行 
            2. 不設兒童託管而鼓勵全體參與 

 
(二) 招募接待員 

12 月 24 日平安夜聖誕音樂會需要多位接待員協助 
日    期：2022 年 12 月 24 日（禮拜六） 
時    間：晚上 7 時 15 分至 9 時 30 分 
事奉地點：大堂及閣樓 
事奉範圍：1. 聚會前派發場刊及回應表及主動歡迎新朋友。 

2. 如當晚講員呼召後有人舉手決志，便親切地走到
決志者前提示他填回應表，以便跟進。 

查    詢：如願意擔任此事奉或有任何查詢，請儘快與梁細珠姑
娘、蘇愛娟姊妹或其他佈道及栽培事工委員會的委員
聯絡。 

 
(三) 兩次出外派發平安夜聖誕音樂會單張 

鼓勵弟兄姊妹與佈道及栽培事工委員會委員一同參與，在何文田附
近一帶派發宣傳單張，將耶穌、人類的希望的好消息介紹給街坊。 
日    期：2022 年 10 月 30 日（主日）第一次 

2022 年 12 月 18 日（主日）第二次 
時    間：下午 1 時至下午 1 時 30 分 
集合地點：本會 i-Café 
查    詢：梁細珠姑娘、蘇愛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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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事工委員會 

十月份宣教士代禱 

 
山水（創啟地區） 

1. 這裡發生疫情及封城已超過一個月了，不能實體聚會或探訪，只能
線上聚會及關顧，長期困在家裡影響團友生計，易抑鬱，病者求醫
困難；感恩疫情已明顯好轉，求主憐憫我城，疫症早日停止，恢復
正常生活。 

2. 我們團契有位李姊妹患末期肺癌，情況嚴重，我們持續為她祈禱，
求主垂聽我們；感恩她三番四次的經歷主減輕她病情和痛苦，滿有
安慰、平安和盼望，她的見證鼓勵了會眾，日前有位名醫願為她治
療，主若願意，求主醫治她。 

3. 過去三個多月我們團契先後有 11位朋友決志信主，正在給他們做初
信栽培，部分初信者不大積極參加，求主鼓勵他們。 

4. 我們亦在給團友們作門徒訓練，合共 30 課，已完成 8 課，有 20 多
人參加，求主激勵他們積極追求！ 

5. 感恩！近月來了一對外籍夫婦連同兒女，很愛主及有心事奉，求主
幫助他們很快融入我們團契，加入事奉團隊。 

 
藍天、白雲（創啟地區） 
 

感恩事情： 

1. 感謝神！給我們足夠的體力完成兩個暑期營會，堅固本地年青信徒
的信仰根基。 

2. 感恩在烹飪班服事小孩子，認識家長，建立關係，傳福音。 
 
禱告代求： 

1. 在烹飪班中認識了一個家庭，父母正鬧離婚，孩子在學校及暑期托
管班都出現行為不良等問題，求主賜福那對鬧離婚的夫妻，能改善
溝通方式，使孩子的極端行為可以有改變。 

2. 近期有個鄰居患上腦膜炎，由於未能及早確診，現在導致許多後遺症：
視力膜糊、腰痛、腿痛，初期生活自理也有問題，需要年邁的父母照
顧，家人士氣都很低沉。求主醫治，使他堅定信靠主，身體能康復。 

3. 附近是工廠區，禾場很大，但不容易接觸到他們，需要上帝賜智慧與
機遇。 

4. 將在老人院舍每星期作一天義工，期望有美好的服事，多認識員工與
院友，成為他們的祝福。  

5. 求主使用我們每日轉發的靈修資料，使初信主的信徒，生命有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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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庭事工委員會 

 

1. 感謝主！賣旗籌款在結算中，保守估計籌得共四十多萬元。 

2. 記念各項基金所資助的活動能順利舉行禱告。 

3. 記念中心有不少會員受抑鬱困擾，求主加能賜力同工懂得幫助，

也願主的靈親自臨到會員心裡，施予安慰和平安！ 

4. 有前線中心同工感染新冠肺炎，求主醫治和記念人手短缺。 

5. 為下年計劃禱告。 

6. 求主為恩庭管委會預備接棒人。 
     

外間機構課程 

【刻在心版的信仰-建立基督教家庭】講座 
 

主 辦：建道教牧及信徒領袖學院 

目 標：讓基督徒父母了解如何培育不同特質子女的信仰 

內 容：幫助不同性格孩子成長、照顧 SEN 孩子的需要、平衡多名子

女之間關係等。 

對 象：教牧同工、基督徒父母 

日 期：10 月 28 日（五） 

時 間：晚上 8 時至 9 時 30 分 

上課形式：Zoom 直播（不設回看） 

收 費：全免 

報名方法：https://bit.ly/3xFOgJT 

詳 情：見右邊 QR code 

截止報名日期：10 月 23 日（主日） 

註：已於網上報名者，請也填寫真理裝備報名資料，以作日後安排相類

課程之參考。 

 
 
 

https://bit.ly/3xFOg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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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奉獻簡報 

 
 

日期 月捐奉獻 
主日 

感恩奉獻 

第卅七屆差傳奉獻 
信心認獻目標：$412,000.00 

認獻金額：$285,100.00 
認獻人數：42 人 

 

 9月4日 $114,255.00 $3,895.30 $5,600.00  

 9月11日 $126,180.00 $3,851.00 $14,260.00  

 9月18日 $ 68,045.00 $3,618.20 $1,000.00  

 9月25日 $ 54,990.00 $6,377.10 $3,000.00  

 
 

本月共收： 本月共收： 本月共收： $23,860.00  

$363,470.00 $17,741.60   累積共收： $251,140.00 
   

本月主日周刊鮮花奉獻 
  

日期 奉獻者 

10 月 2 日 聖餐主日 黃浩明、梁淑賢伉儷一家 

10 月 9 日 教育主日 紀念老爸（司徒倩明姊妹） 

10 月 16 日  紀念黃碧芳姊妹 

10 月 23 日  紀念前執事李陳文仙姊妹 

10 月 30 日  王萃恩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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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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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事奉人員一覽表 

主日敬拜 

 
10 月 9 日 10 月 16 日  10月 23 日 10 月 30 日 11 月 6 日 

主題 教育主日    聖餐主日 
主席 賴陳秀卿姊妹 葉嘉成弟兄 黃燕芝姊妹 莊興培弟兄 潘嘉玲姊妹 
講員 朱光華牧師 夏阮雲姑娘 林結英姑娘 鍾胡惠蓮姑娘 梁仲堯牧師 
領唱 黃學超弟兄 謝黎錦莊姊妹 梁炳球弟兄 彭熾明弟兄 彭黃珊珊姊妹 
詩班 兒童聖樂詠團 粵曲小組 教青聯合詩班 成年詩班一 教青聯合詩班 
指揮 關詠文姊妹 - 葉穎琪姊妹 黃燕芝姊妹 黃燕芝姊妹 
鋼琴 馮林洪恩姊妹 葉穎琪姊妹 彭黃珊珊姊妹 周胡淑至姊妹 葉穎琪姊妹 
風琴 周胡淑至姊妹 李胡淑徽姊妹 林泓昕弟兄 彭黃珊珊姊妹 周胡淑至姊妹 

回應祈禱 張志誠弟兄 林君熒姊妹 高慧芬姊妹 梁皓森弟兄 鄭兆鈞弟兄 

主領執事 

莊興培弟兄 程百全弟兄 莊興培弟兄 莊汶鋒弟兄 何兆泰弟兄 

馮啟樂弟兄 麥偉權弟兄 李健文弟兄 潘嘉玲姊妹 陳陳少梅姊妹 

周偉民弟兄 胡蔡慧玲姊妹 潘嘉玲姊妹 冼家裕弟兄 胡布麗儀姊妹 
司事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一組 

插花 梁細珠姑娘 張黃麗斯姊妹 
陳羨靈姊妹 薩陳雅婷姊妹 林曾麗璣姊妹 陳淑貞姊妹 

音響組 
朱焯成弟兄 
關偉基弟兄 

關偉基弟兄 
朱焯成弟兄 

沈楊楊弟兄 
李泓迪弟兄 
關偉基弟兄 

李泓迪弟兄 
關偉基弟兄 

曹振鴻弟兄 
林俊傑弟兄 
關偉基弟兄 

投影組 
程百全弟兄 
招泳華弟兄 

賴國雄弟兄 
李泓迪弟兄 

薩嘉俊弟兄 
薩陳雅婷姊妹 

黃智豪弟兄 
鄭兆鈞弟兄 

招泳華弟兄 
賴國雄弟兄 

圖書館 陳陳少梅姊妹 謝依權弟兄 何珮英姊妹 陳陳少梅姊妹 楊凱珊姊妹 
  
青少年敬拜 

 
10 月 8 日 10 月 15 日 10 月 22 日 10 月 29 日 11 月 5 日 

領會 彭黃珊珊姊妹 馮林洪恩姊妹 青敬小組領詩 黃學超弟兄 鄭海生先生 

講員 鄭海生先生 蔡車綺婷姑娘 陳維哲傳道 黃秋萍姑娘 林結英姑娘 
 
恩庭樂敬拜 

 
10 月 7 日 10 月 14 日 10 月 21 日 10 月 28 日 11 月 4 日 

主題  聖餐敬拜    
主席 陳錦賢姊妹 胡佩芳姊妹 李麗賢姊妹 李幸森弟兄 陳陳少薇姊妹 
講員 陳麗玉姑娘 袁海生牧師 梁炳球弟兄 蔡車綺婷姑娘 陳麗玉姑娘 
領唱 陳陳少薇姊妹 梁炳球弟兄 鍾胡惠蓮姑娘 尹麗琼姊妹 陳錦賢姊妹 
司琴 葉穎琪姊妹 胡蔡慧玲姊妹 葉穎琪姊妹 梁炳球弟兄 葉穎琪姊妹 
 
兒童敬拜 

 
10 月 9 日 10 月 16 日 10 月 23 日 10 月 30 日 11 月 6 日 

領唱 李李碧娟姊妹 葉嘉成弟兄 黃學超弟兄 梁細珠姑娘 梁細珠姑娘 

講員 梁細珠姑娘 黃秋萍姑娘 黃信君傳道 胡永申弟兄 梁細珠姑娘 

周次 第三周 第四周 第一周 第二、三周 第三、二周 

小學組周長 陳頌基弟兄 張李淑儀姊妹 馮鍾惠儀姊妹 葉貝思盈姊妹 陳頌基弟兄 

幼兒組周長 胡布麗儀姊妹 陳連少萍姊妹 莊簡艷梅姊妹 胡布麗儀姊妹 王王珏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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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堂―基愛堂消息 

主日敬拜 10 月 9 日 10 月 16 日 10 月 23 日 10 月 30 日 11 月 6 日 

主席 金梁麗潔姊妹 楊志明弟兄 梁黎開芹姊妹 施偉霖弟兄 鄺何春梅姊妹 

講員 溫詩京傳道 張仲文牧師 梁仲堯牧師 鄭嘉華牧師 陳維哲傳道 

教會消息及代禱事項： 
1. 求主賜福剛剛接受水禮及轉會的 9 位弟兄姊妹，其屬靈生命能夠茁

壯成長！並且，施恩來參觀水禮的未信親友能得着救恩。 
2. 求主賜福 10 月 23 日事奉人員退修會的安排，讓弟兄姊妹能從新得力。 
3. 請為到現正面對家庭問題的弟兄姊妹們能夠緊緊倚靠主，夫妻及親

子關係皆得蒙賜福禱告。 

澳門華人基督會消息 

教會消息及代禱事項： 

1. 九月份開學之後，團契人數回復到防疫封控之前的八成；但有團友
表示，將會隨家人移民。 

2. 由五位理事組成、任期兩年的理事會，將於今年十月改選。有八位
會友候選。 

3. 早前報名受洗的一位老弟兄，因病入院並因防疫不能探訪。八月得
在醫院受洗，九月下旬離世。請為其未信主的家人祈禱（女兒有參
加主日敬拜）。  

聚會出席一覽表 
 

本會 9 月 4 日 9 月 11 日 9 月 18 日 9 月 25 日 

主日敬拜 
218 

(領聖餐188人) 185 190 320 

網上最高瀏覽量 54 67 66 63 

恩庭樂敬拜 30 
27 

(領聖餐22人) 25 25 

青少年敬拜 14 22 服侍周 
參與大堂水禮 
主日敬拜 

兒童敬拜(小學組) 23 21 25 29 

兒童敬拜(幼兒組) 13 13 12 14 

總數(實體) 298 268 252 388 

真理裝備 29 47 祈禱會暫停 12 

香港基督少年軍 51 34 51 48 

敬拜後祈禱會 -- -- 25 -- 

早禱會 6 7 8 10 

晚禱會 -- 17 -- 28 

基愛堂 9 月 4 日 9 月 11 日 9 月 18 日 9 月 25 日 

主日敬拜 35 41 48 參與母堂 
聯合水禮 兒童天地 18 15 1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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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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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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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一個禮拜六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卅分， 

個別月份聚會兩次，歡迎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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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信君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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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禮拜二上午十時 

青年牧區 (適合 22－35歲在職及已婚伉儷)                 區牧：蔡車綺婷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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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生 每禮拜六下午四時至五時卅分 

大專生 每禮拜六下午四時至五時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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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少年軍 （5 至 21 歲）每禮拜五晚上七時卅分至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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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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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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信君傳道[半職義務傳道] sk.w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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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幹事 李張淑賢姊妹 sy.chong@hkccc.org.hk (內線12) 

會計幹事 譚家寶姊妹 kp.t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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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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