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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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三年全年主題 

【關係進深  服侍鄰舍】 
二月份 家事分享 

教會消息 

1. 本會傳道同工梁細珠姑娘於 2 月 5 日（主日）前往彩虹喜樂福音堂
證道，請在禱告中記念。 

2. 本會傳道同工黃秋萍姑娘於 2 月 12 日（主日）前往基愛堂證道，請
在禱告中記念。 

3. 執事同工聯席會議於 2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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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23 年周刊鮮花認獻表格已張貼於大堂杪接待處檯面，每期費用為
港幣 1,000 圓正，現時餘下 3 月 19 日及 6 月 25 日共 2 周未曾認獻，
請有感動者以正楷清楚填上姓名或聯絡行政幹事李張淑賢姊妹。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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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誠聘福音幹事通告 

有傳福音心志、主動、具親和力，大專以上或有神學訓練優
先。支援青少年牧養及校園社區外展工作，部分時間兼任辦公室
事務。詳履歷寄九龍何文田常和街二號香港華人基督會人事組或
電郵至 hr@hkccc.org.hk（只招聘用）。 

  

7. 主日早禱會 
二月份早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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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陳少梅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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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oom.us/j/97660935761?pwd=UWNkaXd5ZCs3QUVnQWxXNlphR2w5Z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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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二月份祈禱會 
主日敬拜後全教會祈禱會 
日  期：2 月 19 日（主日） 
時  間：敬拜後（同步直播） 
主  題：恩庭的服務 

負責人：張朝星先生、何兆泰弟兄 
 

周二晚祈禱會  
日 期：2 月 14 日（禮拜二）     時  間：晚上 8 時 

內  容：宣教士黃敬邦夫婦近況和未來事工發展 

負責人：黃陳慕恩姊妹 
 
日 期：2 月 28 日（禮拜二）     時  間：晚上 8 時 

內  容：社區服務對象面對的困難 

負責人：陳麗玉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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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023/2024年度賣旗籌款 

賣旗機構：香港華人基督會 

賣旗目的：籌款用作本會社會服務開支—恩庭睦鄰中心及恩庭長者
活動中心之經費 

日  期：4 月 15 日（禮拜六） 

地  區：九龍區 

時  間：上午 7 時至下午 12 時 30 分 

查  詢：莊興培弟兄 
 
我們需要您的支持！ 
1. 賣旗當日需要大量賣旗義工，2 月 19 日起開始接受報名！ 

2. 邀請你成為「金旗大使」協助籌募捐款，金旗認獻表將於 
3 月 5 日起開始派發，屆時請到 i-café索取。 

3. 大會正招募公司、機構和學校義工，如你有相關介紹，請聯
絡我們。 

 
代禱事項 

1. 求主保守各項籌備工作（場地借用、物資安排、宣傳工作等）！ 
2. 為招募賣旗義工禱告，求主預備！ 
3. 為金旗募捐禱告，願主帶領！ 
  

懇請踴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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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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牧區 

成年牧區  
1. 慧賢組二月份聚會 
日  期：2 月 11 日（禮拜六）  內 容：分享代禱 

2 月 25 日（禮拜六）         查經系列—歌羅西書（1） 
時  間：下午 2 時 30 分 
地  點：演講室 
查  詢：林結英姑娘、陳陳少梅姊妹  

2. 聖經智慧研習室 
在不可預計的生命進程、難以掌握的世界走向當中，上帝透過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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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8 日（禮拜六） 
時 間：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 
地 點：本會副堂 
講 題：福音淨係上天堂？可否講得落地 D？ 
講 員：陳志豪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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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華人基督會恩庭睦鄰中心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 234 分隊十六周年立願禮 
 

日   期： 2 月 26 日（主日） 
檢閱禮時間： 上午 9 時 25 分 
檢閱禮地點：本會 i-café 
檢 閱 官：羅志文先生（香港基督少年軍執行委員會委員） 
立願禮時間： 上午 11 時 45 分至下午 1 時 15 分 

（敬拜後舉行，並網上同步直播） 
地   點： 本會禮堂 
內   容：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的分享、牧者訓勉、第 234 分隊

導師及各級隊員立願、隊員見證，盼望弟兄姊妹一同出
席或觀看網上直播，共證主恩！ 

備   註： 
（1）是日真理裝備暫停一次 
（2）旅遊車由教會開出時間：第一輪上午 11 時 45 分 

                         第二輪下午 1 時 30 分 
（3）為讓檢閱禮順利舉行，早上 9:20 至 9:35 於 i-cafe 將實施特別

人潮安排。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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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基督會  真理裝備中心 

2023 年 3 至 4 月份課程 
 

3 至 4 月真理裝備課程將以實體教授 

請登入以下連結報名或填回報名表放入辦公室門旁或堂尾之報名表收集箱。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6AkQtKy2yNngVKqMSXgV3AjZlYafO9lU367yebovlHI/edit?ts=5e83a7d1 

日期：2023 年 3 月 5 日至 4 月 30 日（逢主日），共 8 堂。 

時間：中午 12 時至下午 1 時 

備註：3 月 26 日水禮暨孩童奉獻禮，暫停一次   
1.  LEVEL 001 福音性查經班 導師：林結英姑娘 報讀

() 
內容 

認識耶穌基督福音的內容，及其可以如何改變人的生命，並
且人應該如何向這福音作出回應？ 

對象 青、成年未信主的朋友及初信主的弟兄姊妹 

地點 祈禱房  
  
2.  LEVEL 100成青初信栽培─教堂以外的信仰(一) 導師：盧碧珊姊妹 報讀

() 
內容 

信仰與委身、半邊人、認識你的情緒、處理你的情緒、品格
的培養、相處之道、基督徒的婚姻觀。 

對象 初信主的青成年弟兄姊妹 

地點 小會議室  
  
3.  LEVEL 200 新會友班 (202a) 報讀 

() 導師 丘宏盛傳道 

內容 

何謂教會？教會的觀念與教會生活如十一奉獻、敬拜、真理
裝備、小組牧養生活、教會紀律等，並認識香港華人基督會
的歷史文化、異象、架構。 

對象 考慮參與水禮者，初信並願意積極探索信仰的人及考慮轉會者 

時間 主日或可與導師商談上課日期 

地點 302 室 
  
4.  LEVEL 200 長者新會友班 (202b) 報讀 

() 導師 鍾胡惠蓮姑娘 

內容 

何謂教會？教會的觀念與教會生活如十一奉獻、敬拜、真理
裝備、小組牧養生活、教會紀律等，並認識香港華人基督會
的歷史文化、異象、架構。 

對象 考慮參與水禮長者，初信並願意積極探索信仰的人及考慮轉會長者 

時間 周五或可與導師商談上課日期 

地點 恩庭長者活動中心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6AkQtKy2yNngVKqMSXgV3AjZlYafO9lU367yebovlHI/edit?ts=5e83a7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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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EVEL 200 孩童奉獻禮班 (203) 導師：丘宏盛傳道 報讀 

() 
內容 

認識孩童奉獻禮的意義及如何在家庭生活上配合教會生活，
讓孩童健康成長。 

對象 參與奉獻孩童的父母及家長 

時間 參與者可與導師商談上課日期 
  
6.  LEVEL 310 長青追求成長信徒課程─舊約縱橫遊：列王紀下(四) 報讀 

() 
導師 胡永申弟兄 

內容 
探索上帝在以色列王朝歷史中的作為，反思今日我們如何成
為一個更合乎上帝心意的人。章 

地點 副堂第一、二格 
  

7.  LEVEL 320 少青真理裝備課程 報讀 

() 導師 黃秋萍姑娘 

目的 
凝聚認真學習真理的青少年，在其中有真理教導及生活相交環
節，達至將真理扎根於生命。 

內容 2023 年一整年課程特色是認識福音書與耶穌生平。 

對象 中一至中六 

地點 副堂第四格 
  

8.  LEVEL 400 進深成長信徒課程─利未記研讀 報讀 
() 導師 黃信君傳道 

內容 

信徒是上帝的祭司（啟一 6）。透過利未記中的祭司責任、獻祭
條例、潔淨條例等原則，讓學員探討在今天該如何作祭司，修
復人神之間及人際之間的關係。 

要求 上課前預讀相關經文 

地點 

閣樓（實體）與Zoom同步進行。 

會議ID：867 2356 0096 

密  碼：884 045                              
  

9. 外間講座：【刻在心版的信仰】─夫妻篇 報讀 
() 

由建道教牧及信徒領袖學院主辦。 

1. 學員須於網上自行報名，詳情見「家事分享」 

2. 請填寫以下報名資料，以作日後安排相類課程之參考 
  

報名資料： 

姓名(全名)：＿＿＿＿＿＿＿＿＿＿(中) ＿＿＿＿＿＿＿＿＿＿(英) 

聯絡電話：＿＿＿＿＿＿＿＿＿＿ 
請將報名表放在堂尾報名表收集箱或辦公室旁之意見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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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道及栽培事工委員會 
 

「我想起你‧您‧祢」佈道行動 
 

在這三年間因著新冠肺炎疫情，人與人之間接觸和互動機會都減

少了。你與你的親友、鄰舍是否已很久沒有實體見面或聯絡呢？你有

記掛著他們的境況和需要嗎？我們都知道，認識主耶穌是一生最大的

福氣，你也想你的親友、鄰舍可以得著這福氣嗎？ 

為了鼓勵你向親友、鄰舍分享福音，我們今年繼續推行「我想起

你‧您‧祢」佈道行動，盼望當你想起要關心身邊的親友、鄰舍的同

時，也想起要將寶貴的救主耶穌也介紹給他們認識。讓他們得著最大

的福氣。我們在祈禱房外栽種了一棵「佈道生命樹」，讓你可以將想

關顧的親友、鄰舍名字以樹葉、花朵、果實的形狀貼於樹上，藉此作

出立志、互相鼓勵、彼此代禱。 

佈道從建立關係、關心需要開始──現在就作出回應吧！ 

如何回應： 

1. 靜心在上帝面前祈禱，看看上帝感動你要去關心哪位親友、鄰舍，

與他／她分享福音。 

2. 填寫 GOOGLE FORM（登入以下連結或掃描右方 QRcode）

或實體回應表交回梁細珠姑娘（WhatsApp 9458-2540 或

電郵 sc.leung@hkccc.org.h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7GexNLjiX86FXiLcrzTriKjKmou
-ph8KCU7B71qTZKHlGuA/viewform 

3. 栽種在祈禱房外的「佈道生命樹」 

a. 立志佈道（如需要名字可用化名或別號） 

i. 已有佈道對象─取兩塊樹葉，一塊寫上你的名字，一塊寫

上佈道對象的名字，貼在樹枝上 

ii. 暫未有佈道對象─先取一塊樹葉寫上你的名字貼在樹枝

上，稍後有佈道對象後，再取另一塊樹葉寫上佈道對象的

名字，補貼在有你名字的樹葉旁 

b. 開始進行佈道行動後─取一朵花加貼在你的兩塊樹葉上 

c. 佈道對象決志信主後─取一個成果換走花朵，貼在你的兩塊樹葉上 

4. 在二月第一及第二主日敬拜後，會在 i-café祈禱房收集實體回應表

和即時提供葉子寫上名字，佈委會委員隨即協助貼上。 
 

mailto:sc.leung@hkccc.org.h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7GexNLjiX86FXiLcrzTriKjKmou-ph8KCU7B71qTZKHlGu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7GexNLjiX86FXiLcrzTriKjKmou-ph8KCU7B71qTZKHlGuA/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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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你‧您‧祢」佈道行動 

回 應 表 
 

（*此表只作代禱及跟進佈道事工之用，並不作其他用途*） 
 

1. 我的名字：＿＿＿＿＿＿＿＿＿＿＿＿＿＿＿＿＿＿＿＿＿＿ 

2. 手提電話：＿＿＿＿＿＿＿＿＿＿＿(有／沒有WhatsApp 功能) 

3. 我的佈道對象名字：＿＿＿＿＿＿＿＿＿＿＿＿＿＿＿＿＿＿ 

4. 他／她與我的關係：＿＿＿＿＿＿＿＿＿＿＿＿＿＿＿＿＿＿ 

5. 按他／她的現況，我需要以下支援（可選多項）： 

i. 代禱記念            □ 

ii. 學習如何建立關係         □ 

iii. 想知道有何福音聚會適合他／她參加（本會或其他機構） □ 

iv. 想約三福隊向他／她佈道        □ 

v. 想告訴同工／佈栽委員更多關於他／她的信仰情況  □ 

6. 我需要其他支援：（請列明） 

＿＿＿＿＿＿＿＿＿＿＿＿＿＿＿＿＿＿＿＿＿＿＿＿＿

＿＿＿＿＿＿＿＿＿＿＿＿＿＿＿＿＿＿＿＿＿＿＿＿＿ 

7. 佈道及栽培事工委員會將會設立 WhatsApp 群組，讓弟兄姊妹

可以在向親友佈道的路上彼此守望和激勵。佈栽委會透過此群

組發放與佈道相關的資訊，並約每月舉辦一次網上祈禱會

(zoom)，為親友信主祈禱，歡迎大家自由參與。你是否願意加

入此群組？ 

□  同意加入 

□  不同意加入 

 

（如需要可將此頁撕下，填寫後交梁細珠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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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事工委員會 

 
介紹我們支持的宣教差會：海外基督使團 

 
背景 

在 1865 年，戴德生先生（Mr.James Hudson Taylor）創立「中國內地會」
（China Inland Mission），深入中國內陸，在未得之民中傳揚福音，建立
教會。1951 年，宣教士被逼撤離中國，領受新異象，繼續在東亞各國
開展宣教事工。1965 年，更名為「海外基督使團」（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總部設在新加坡。 

 

海外基督使團 香港區 

異象： 

藉著神的恩典，得見信徒委身普世宣教，於東亞族群策動合乎聖經的本
土化教會運動。 

使命： 

為主榮耀，推動香港教會携手實踐宣教，差派工人，培育新一代，將福
音傳遍東亞每一族群。 

特色： 

1. 勇闖邊陲 

 定睛注視福音邊陲之地。 

 勇於革新，常作評估，確保不偏離異象。 

 常禱告、願冒險、堅定承擔神的託付。 

2. 道成肉身 

 與所服侍的群體認同，選擇合宜的生活形態。 

 學習他們的文化、語言，了解他們的世界觀。 

 力求促進本土化運動。 

3. 配搭事奉 

 與全球各地的差派教會配搭。 

 與工場裡的教會配搭。 

 與心志相同的基督徒和差會配搭。 

 

<內容節自 https://omf.org/hk/about-us/@2023-01-30> 

https://omf.org/hk/about-us/@2023-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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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宣教士代禱 
 
繆嘉暉、劉泳兒一家(馬達加斯加) 
1. 馬島的風暴季節開始，不時有停水及停電情況出現，祈求主讓繆氏

伉儷能夠有智慧處理教會各大小事務，也讓繆氏一家能夠學習面對

及適應。 
2. 為繆氏伉儷的服侍祈禱，由於李就成牧師、燕萍師母回港述職，繆

氏伉儷在這期間的三個月會帶領教會的崇拜進行。除了講道，也會
負責領詩伴奏、場務及聯絡弟兄姊妹等工作，求主加力，盼他們藉
此機會能夠與弟兄姊妹有更多的交流溝通。 

3. 為繆氏孩子們的學習祈禱，他們的大兒子恩厚的成績有進步，二兒
子繆祈在法文讀音上也有改善，小兒子幼稚園的課程暫時仍沒有太
大學習壓力，求主保守他們能在馬島有好的成長，結識本地朋友。 

4. 為繆氏伉儷的宣教士簽證申請順利完成感恩，馬島內政部當局已批
予五年的宣教士簽證，第一次申請能有五年的年期是少有的，大大
減省了他們來往首都辦理證件的次數，實在感恩，並感激黃聲鋒牧
師的辛勞。 
 

聖樂事工委員會 
 

Angolo Musica 音樂旮旯 

序言：城市生活迫人，在煩囂中能否有一心靈綠州，能讓乾涸心靈
得著潤澤？ 

香港華人基督會為你們帶來三場別開生面的音樂會，彼此分
享，期待各界人士 單人匹馬或一家大細甚或扶老攜幼、拖男
帶女、三五成群來赴美樂盛宴！ 
 

[Vocal Ensemble Concert  合唱之選] 
 
NOĒMA 合唱團薈萃本地合唱精英，由指
揮劉卓熙創立及帶領，致力為香港合唱界
帶來新可能。 

「Noēma」一字在古典希臘修辭學中代表
「心之所想」。在文藝復興時期，音樂家亦
借用此字以表「撩動心靈的合唱」之意。 

EASTMEN 是一隊男聲四重唱組合，成員
皆畢業於美國伊士曼音樂學院。 

時間：2 月 11 日（六）下午 4:30-5:30 
Singers：Noēma & East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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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基督會聯會 
 

敬拜讚美交流日 2023 
MWT Praise and Worship Conference 

Music．Worship．Technology 
 

主  題：迎向時代挑戰，獻上更美的活祭！ 

日  期︰5 月 1 日（禮拜一） 

地  點：本會 

對  象：歡迎現時或有志參與敬拜隊、詩班、音響及投影事奉者參加 
 

時  間 內  容 

10:00-12:30 敬拜及研討會 

講員：陳康牧師（香港聖詩會會長） 

主題：敬拜事奉與崇拜牧養的反思 

目的：盼透過研討會信息及回應，讓出席者認識
及反思崇拜牧養與敬拜事奉的關係，特別
在面對近年大環境對教會及各人事奉心
志的衝擊，敬拜事奉者可如何更按上主心
意，以活潑的心服侍，成為更美活祭。 

12:30-14:00 午膳（自行安排） 

14:00-15:00 各堂詩歌分享 

15:00-15:15 小休 

15:15-17:30 工作坊（同步進行，需預先報名） 
 

工作坊 導師 地點 

1：敬拜領唱 胡永正弟兄、馮林洪恩姊妹 禮堂 

2：聲樂 葉穎琪姊妹 演講室 

3：敲擊樂 李胡淑徽姊妹 i-cafe 

4：直播技術及音響 陳家樂弟兄（Shalom AV） 副堂 
  

17:30-19:00 晚膳（自行安排） 

19:00-21:00 敬拜激勵晚會（領會：基恩敬拜） 
 

報    名：請登入以下連結或掃描右方 QR code 

https://forms.gle/km6nDrwZtdR7eZHq9 

截止報名：3 月 31 日（禮拜五） 

 

https://forms.gle/km6nDrwZtdR7eZHq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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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間課程推介 
 

【刻在心版的信仰】―夫妻篇 
主 辦：建道教牧及信徒領袖學院 
目 標：讓參加者學習培育夫妻之間愛的關係，並且維繫美滿關係的妙法 
內 容：學習愛的（婚姻）關係、維繫美滿關係的必備要素 
對 象：教牧同工、基督徒夫妻、準夫妻 
日 期：2 月 17、24 日（五） 
時 間：晚上 8 時至 9 時 30 分（香港時間） 
模 式：Zoom 視像會議進行（設一星期錄影回看） 
收 費：HK$300 
截止日期：2 月 12 日（主日） 
報 名：https://bit.ly/3h5U8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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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日 $56,123.50 $5,336.50 $8,100.00  

 1月8日 $169,400.00 $3,886.50 $62,050.00  

 1月15日 $63,250.00 $5,622.60 $9,500.00  

 1月29日 $66,400.00 $10,787.00 $1,800.00  

 
 

本月共收： 本月共收： 本月共收： $81,450.00  

$355,173.50 $25,632.70   累積共收： $457,680.00 
  

本月主日周刊鮮花奉獻   
日期 奉獻者 

2 月 5 日 聖餐主日 謝主隆恩（梁細珠姑娘） 

2 月 12 日  紀念黃翠球姊妹 

2 月 19 日 社關主日 恩庭管理委員會 

2 月 26 日 基督少年軍立願禮  基督少年軍第 234 分隊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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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it.ly/3h5U8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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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事奉人員一覽表 

主日敬拜 

 
2 月 12 日 2 月 19 日 2 月 26 日 3 月 5 日 

主題  社關主日  聖餐主日 

主席 周胡淑至姊妹 何兆泰弟兄 李榮初弟兄 周家俊弟兄 

講員 陳麗玉姑娘 葉佩莊牧師 梁細珠姑娘 夏阮雲姑娘 

領唱 彭熾明弟兄 葉嘉成弟兄 黃潤祥弟兄 馮林洪恩姊妹 

詩班 耶杜頓詩班 亞薩詩班 長笛二重奏 亞薩詩班 

指揮 胡蔡慧玲姊妹 黃燕芝姊妹 -- 葉穎琪姊妹 

鋼琴 馮林洪恩姊妹 葉穎琪姊妹 -- 黃燕芝姊妹 

風琴 陳黃少娟姊妹 彭黃珊珊姊妹 周胡淑至姊妹 鍾羅雅麗姊妹 

回應祈禱 陳玉瓊姊妹 伍啟昌弟兄 梁皓森弟兄 李陳頌思姊妹 

主領執事 

馮啟樂弟兄 王王珏姊妹 周偉民弟兄 葉嘉成弟兄 

莊汶鋒弟兄 周家俊弟兄 潘嘉玲姊妹 胡蔡慧玲姊妹 

何兆泰弟兄 麥偉權弟兄 黃燕芝姊妹 王王珏姊妹 

司事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一組 

插花 梁細珠姑娘 陳淑貞姊妹 吳李鳳潔姊妹 廖偉珍姊妹 

音響組 
朱焯成弟兄 
關偉基弟兄 

朱焯成弟兄 
關偉基弟兄 

沈楊楊弟兄 
李泓迪弟兄 
關偉基弟兄 

林俊傑弟兄 
關偉基弟兄 

投影組 
鄭兆鈞弟兄 
賴國雄弟兄 

薩嘉俊弟兄 
薩陳雅婷姊妹 

招泳華弟兄 
程百全弟兄 

黃志豪弟兄 
賴國雄弟兄 

圖書館 馬明儀姊妹 謝依權弟兄 何珮英姊妹 楊凱珊姊妹 
  
青少年敬拜 

 
2 月 11 日 2 月 18 日 2 月 25 日 3 月 4 日 

領會 陳許家枬姊妹 青敬敬拜小組 黃學超弟兄 馮林洪恩姊妹 

講員 黃秋萍姑娘 黃韻妍姑娘 劉幗霖姑娘 陳維哲傳道 
  
恩庭樂敬拜 

 
2 月 10 日 2 月 17 日 2 月 24 日 3 月 3 日 

主題 聖餐敬拜    
主席 胡佩芳姊妹 張朝星先生 陳尹麗琼姊妹 陳錦賢姊妹 
講員 梁仲堯牧師 丘宏盛傳道 黃信君傳道 陳麗玉姑娘 
領唱 鍾胡惠蓮姑娘 陳錦賢姊妹 李幸森弟兄 陳尹麗琼姊妹 
司琴 葉穎琪姊妹 葉穎琪姊妹 鍾胡惠蓮姑娘 胡蔡慧玲姊妹 
  
兒童敬拜 

 
2 月 12 日 2 月 19 日 2 月 26 日 3 月 5 日 

領唱 葉嘉成弟兄 李李碧娟姊妹 黃學超弟兄 梁細珠姑娘 

講員 梁細珠姑娘 黃信君傳道 林結英姑娘 梁細珠姑娘 

當值組別 C D A B 

小學組周長 梁細珠姑娘 陳頌基弟兄 張李淑儀姊妹 馮鍾惠儀姊妹 

幼兒組周長 王王珏姊妹 梁細珠姑娘 陳連少萍姊妹 莊簡艷梅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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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堂─基愛堂消息 

主日敬拜 2 月 12 日 2 月 19 日 2 月 26 日 3 月 5 日 

主席 金梁麗潔姊妹 鄺何春梅姊妹 謝張紫盈姊妹 楊志明弟兄 

講員 黃秋萍姑娘 陳維哲傳道 周德昌牧師 鄭小媚牧師 

教會消息及代禱事項： 

1. 求主賜福新春探訪後的所有跟進工作，賜福被訪者能夠回來參加
教會的聚會。 

2. 本年初開始周六團契轉型融入主日敬拜當中，求主幫助年青信徒
們投入及維持小組聚會，靈命茁壯成長。 

3. 求主幫助弟兄姊妹起來積極服侍，效法主耶穌愛父愛人的心志，
事奉生命更上一層樓。 

 

澳門華人基督會消息 

教會消息及代禱事項： 

1. 二月開始，恢復所有聚會。之前，多數會友染疫，感恩沒有重症。 

2. 去年曾停止聚會一個多月，奉獻收入增加 9.8%，總支出則減少 9.5%。 
 

 

 

聚會出席一覽表  

    

本會 1 月 1 日 1 月 8 日 1 月 15 日 1 月 22 日 1 月 29 日 

主日敬拜 
245 

(領聖餐225人) 190 225 180 193 

網上最高瀏覽量 43 50 42 43 46 

恩庭樂敬拜 22 25 
25 

(領聖餐25人) 
22 暫停 

青少年敬拜 感恩祈禱會 22 25 26 戶外敬拜 

兒童敬拜(小學組) 14 16 15 17 20 

兒童敬拜(幼兒組) 9 11 11 7 8 

總數(實體) 290 264 301 252 221 

真理裝備 33 29 41 年初一暫停 46 

香港基督少年軍 52 49 57 休隊 休隊 

敬拜後祈禱會 -- -- 40 --  

早禱會 9 6 9 8 5 

晚禱會 -- 26 -- -- -- 

基愛堂 1 月 1 日 1 月 8 日 1 月 15 日 1 月 22 日 1 月 29 日 

主日敬拜 52 58 60 36 68 

兒童天地 12 11 13 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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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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宏盛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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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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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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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宏盛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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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宏盛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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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 主 任：丘宏盛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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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宏盛傳道 vincent.yau@hkccc.org.hk (內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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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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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cent.yau@hkccc.org.hk
mailto:ky.lam@hkccc.org.hk
mailto:cp.wong@hkccc.org.hk
http://www.gracen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