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教會的目標是要成為大使命教會，亦是充滿挑戰的一年。作為牧者，我與眾

同工及執事們緊緊靠著主，接受挑戰。在推動聖工上，一方面謹慎行事，提防

那惡者藉著人的軟弱，對教會造成破壞。另一方面，福音工作卻是刻不容緩，教會也從未停過

海外的宣教及本土的福音工作。最值得鼓舞的，是教會開始了社會關懷。於下半年舉行了社關

諮詢會，並且釐清方向，將於 2014 年正式開展工作。配合教會其它的聖工，推動教會成為使命

教會，從而幫助信徒走向使命人生的方向 (2014 年的年題是：使命人生，使命教會)。  

 

在實踐大使命方面，教會持續地安排信徒參與短宣活動。本土福音工作則每月都有佈道外

展活動，再加上聖誕節平安夜於杏花邨的商場舉行嘉年華會，有近三小時的公開聯合聚會，同

時亦做一些個人佈道工作，在領人歸主上都有明顯的果效。全年來說，共有三十一位受洗加入

教會；五位轉會及九位兒童奉獻給主。感謝主。  

 

至於人手方面，在年中有兩位傳道人加入：鄧偉鴻及吳世

龍；前者乃本堂會友，二人都畢業於建道神學院。鄧傳道負責青

成部，並且推動及統籌教會的社關事工。吳傳道則聚焦於少年部

的聖工，而負責少年部及佈道部福音工作的同工周婉珍姑娘則於

年底辭退義務傳道一職，以能專注於短宣中心的教務工作。傳道

助理李澳平亦完成了短宣中心一年的證書課程歸隊，負責少年樂

團及協助兒童部的福音工作。願神都祝福他們的事奉。 

 

本年共有十二位執事，在杏花家來說是最多執事的一年。他

們與眾傳道同工組合成執事會，大家能夠求同存異，同心合意地

事奉，這已是難能可貴的見證。我們相信神在不同時代興起不同

的人，在不同層面事奉祂，見證祂那豐盛的慈愛及願意與人同工

的決心。神實在是奇妙偉大的救主 (我們都是軟弱的器皿，祂卻

是榮耀的全能主)。 

 

最後，神的恩典，在主耶穌基督裡，總是夠用的。因為沒有

人，甚至那惡者，可以將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羅八 39)。不要忘

記主耶穌的宣告：「….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

的權柄，不能勝過他」(太十六 18)。主的教會必然昂然矗立，福

音工作必不停頓。再者，主來的日子近了，處身於末世，假先知

假基督勢必風起雲湧 (小心東方閃電，前曾自稱為全能神教會，

今易名為國度新時代教會)，天災人禍也必頻仍(見太二十四 23-

31)，我們必須排除萬難，把福音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一

如那些聰明的童女，有充份的準備，迎迓再來的主 

(參太二十四 14 ；二十五 1-13)。  

 

張永信牧師 

宣道會杏花邨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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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佩琼執事 

長者部 

2013 年長者們的人數顯著增加，無論崇拜

或摩西團團契，出席率亦穩定（2012 年上半年

出席團契人數約 15 人，2013 年下半年已達 26

人）；在杏花家聚會時間稍長的長者，感受到

弟兄姊妹們的關心和接納，驅使他們在團契裏

也活出關心的行動，當遇到團友或患病肢體家

中有事，都會主動去探訪與代禱，真的能行出

多一步。 

 

在團契裏藉著查經引導他們分享生活中的

見證，由於他們都是跟未信主的家人居住，常

在言語間有摩擦，透過查經能幫助學習怎樣面

對未信的家人，明白要包容，要忍耐，要多禱

告，儘量不在言談間發生摩擦，多述說主的

愛，更向未信主的親友傾談主耶穌，他們雖然

不能夠詳細說明，但會懇切邀請他們到教會或

團契，分享自己的見證，誰說長者不靈光呢？ 

 

4 月 3 日長者培靈會，講員是蘇振強牧

師，主題：實踐大使命的教會，蘇牧師的講道

非常淺白，使長者在佈道上有感動，故此樂意

參加老人中心佈道工作，勤力練習唱詩歌獻

唱… 更與老人中心的長者分享自己的得救見

證。而現在仍然繼續虛心的學習。 

 

7 月 7 日的醫療講座，由本堂會友陳輔偉醫生

負責主講，主題是「健康情緒知多少」，他在

長者醫療方面很有心得；當日除長者外，還有

很多年輕的會友及社區人士出席（講座教會是

開放社區人士參加出席），而講員透過投影機

亦遂一圖文並茂講解人會因身體狀況而影響出

現情緒問題，作為家人要懂得去照顧，使他們

能康復，即使不能立時康復，亦不會加深病

情。陳醫生解釋在情緒出現之初，家人會發現

病者有一些特殊行為出現，此時作為家人的就

要留意，免得意外發生是最重要的，正確態度

是要尋求醫生的幫助，讓病者能得到醫生的指

引。講座完畢，參加者積極提問，陳醫生亦一

一講解。陳醫生很溫和，平易近人，解答時亦

儘量滿足他們的提問。事後會眾還建議，可否

將來繼續舉辦類似的健康講座，我回應會儘量

安排。感謝神讓這講座能滿足他們的需要。 

10 月 20 日是長者同樂日，有午餐，禮

物，聖經問答比賽，極盡歡樂。 

11 月 17 日是長者主日，摩西團獻唱，頒

發誦念經文獎項(在團契鼓勵他們填充經文及

背誦)，預備毛巾禮物致送全教會長者。 

 

 

摩西團每年 2次到老人院佈道，分別在上

半年 3月 23 日及下半年 11 月 23 日，時間是

2時 30 分至 4時，預備了 180 份禮物全贈送

給老人院長者，張牧師更參與下半年老人中心

佈道，為長者禱告及祝福，他們很滿意當中每

一個環節，有信息、獻唱、遊戲及個別關懷，

當中亦有長者決志信主，而每一次臨別時，他

們都說，希望好快再見到你們。 

 

長者部所安排的事項都是鼓勵全教會長者

參加的，而摩西團亦有戶外活動，但都不限於

摩西團而是全教會的長者，願神賜長者部職員

有智慧地安排得完善，使長者對屬靈的家更投

入及更有歸屬感，願一切榮耀都歸給我們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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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龍先生 成人部 

 

    2012 年 5 月的成人事工月很值得感恩，

體現了各組隊工的美好，凝聚並動員了新舊組

員。原想稍事休息到 2014 年再辦， 但 12 年

底加入幾位新部員後的會議決定再接再厲， 

可惜因遲了提出， 行事曆只能安排在 3月舉

行了成人事工雙周， 還要由兩、三組聯合負

責一堂崇拜， 效果不如去年。但兩年下來， 

發覺組員人數由 229 增至 280，由於有些參加

兩三組， 實際人數由 197 增至 229，而平均

出席總人數則由 152 增至 189，兩年來約多了

兩成，感謝主。 

 

    但也有件很可惜的事，有一組不少組員因

工作、健康、遷居等問題越來越難出席小組聚

會，且自新組長離港後又無法安排新組長， 

只好從五月起暫停聚會並盡量安排組員參加別

組，繼續與兄姊過團契生活。 

 

    不過，組員及職員的總人數則由 38 位增

至 44 位，更開始有助理導師了，動員率和活

力都提高了，感謝主。 

 

     

部長：梁龍先生 

部員：朱穎芝、祁愛珊、吳潤瓊、黃麗儀、溫作賢、黃嘉浩、張永康、黃紹祥、林權  

 

    2 月的組長職員培訓工作坊有來自 11 組

的 15 人參加，是三年來參與組別最多的一

次。為配合教會開始部署社關服事， 4 月邀

請了循道愛華邨服務中心來介紹他們社會服務

中心對清貧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兒童的服務， 

有來自 6組的 20 人參加。六一『愛、家、你

我他／她』福音茶聚更要獻上感恩，六次的祈

禱會中提名禱告的共 28 位邀請對象來了 10

位，還有另外 5位新朋友(即共 15 位新朋友),  

一位當天決志，另一位在後續的三福談道中決

志，感謝主。10 月讀經營則要由宿營改為日

營，12 人參加，都感到很有幫助。11 月還與

籌備中的社關部合辦了「時事小叙」，12 月

試辦金齡組聚會，都是些新的嘗試。 

 

     2014 年的成人事工月安排在 11 月，目

的是除了能凝聚並動員新舊組員外，也是一次

各組分享他們參與踐行大使命所作所感的見證

機會。深信各組員的參與會帶來量與質提高之

互動，叫小組成為活出和保護真理的地方； 

向上敬拜，向下紮根，向內相愛，向外服事； 

以服事接觸人，以切實相愛留下人，以邊學邊

做邊做邊學培育人；長成越來越多生生不息、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身體(弗

4:12)的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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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成人部各小組簡介  

組別 聚會時間 組長/職員/助理導師 導師 
平均出席人數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迦南組 每月第二週 

週四晚 8:00 

許秀玲 梁先生 7 7 7 

以諾組 每月第四週 

週五晚 8:00 

呂珊麗、溫作賢、梁少英 梁先生 12 10 9 

伯特利組 每月第四週 

週六下午 2:30 

朱穎芝、張永康、李敏儀 

趙晃文、黃紹祥 

梁先生 9 10 9 

哈利路亞組 每月第三週 

週六晚 8:00 

鮑德信、伍美慈、張玉良 

劉淑芳、陳淑茵 

梁先生 14 13 11 

雅各組 每月第一週二 

早上 11:00 

黃耀 梁先生 7 7 6 

彼得組 每月第三週 

週三晚 7:30 

何一強、姚慶權 梁先生 9 8 9 

約書亞 

伉儷組 

每月第二週 

週五晚 8:00 

何一強、溫作賢、任錦發 

許美枝 

梁先生 14 20 20 

主愛組 

Agapē 
每月第一,三週 

主日下午 2:30 

祁愛珊、鄭劍雄、文志豪 

譚玉成、蔡美 

梁先生  8 12 

信望愛組 每月第二、四 

週五晚 8:00 

葉穎儀 陳姑娘 7 8 8 

希伯崙組 每月第一週 

週六晚 8:00 

吳潤瓊、雷麗貞、黃靜儀 陳姑娘 9 16 15 

拿撒勒組 每月第一週 

週五晚 8:00 

鄧志賢、黃家浩 張牧師 9 9 12 

晨光組 每週三 

上午 10:00 

吳小燕、楊香娥 黃姑娘 11 11 19 

以馬內利組 每月第三週 

週五晚 8:15 

王雅麗、鍾耀輝 黃姑娘  6 8 

信實組 每月第一週 

主日下午 3:00 

江奕昌、羅霞霏 黃姑娘  9 12 

喜樂組 每月第一、三 

週五下午 1:15 

黃瑞芝、余琬青 秀燕姑娘 10 11 10 

保羅組 每月第一、三 

主日下午 2:00 

朱翠雯 秀燕姑娘 6 6 6 

希伯來組 每月第三週 

週六晚 8:00 

黎潔貞 秀燕姑娘 12 9 一至四月

因不足 5

人而取消

聚會,五月

起暫停聚

會 

恩典家庭組 每月第一、三 

週五晚 8:15 

林權、陳向群 林先生 8 6 8 

雅歌家庭組 每月第四 

主日下午 1:00 

梁永康、周鳳儀 林先生 8 10 8 

   總數 152 18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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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成部 
陳月蓮姑娘 

應教會「大使命」年題，青成部本年主題

是“做個職場真信徒”，希望提高弟兄姊妹職

場實踐使命的能力。本年我們邀請了香港專業

人才服務機構(HKPES)同工主領兩次職場講

座，以個案研討方式，刺激他們學習如何在職

場中實踐信仰。弟兄姊妹反應不俗，也希望未

來繼續學習。此外，二十多位青成弟兄姊妹參

加區聯會所辦的“宣道青年高峰會”，思考如

何在香港這迷失之都中與主重遇。在這一切事

工的推動上，感謝上帝賜青成部一班忠心部

員，努力鼓勵弟兄姊妹參與，使大家同得益

處。 

弟兄姊妹積極在屬靈生命上裝備成長。我

們舉行“青年領袖訓練”，裝備他們學習團契

小組理念和實踐，學習如何策劃和推行屬靈群

體活動。基教部本年繼續設每月預查裝備查經

員，也特設研經法訓練給青成弟兄姊妹，進深 

研經技巧。青成主日更是青成部全民參與之

作，由青成弟兄姊妹負責各崇拜崗位。弟兄姊

妹一絲不苟：參加訓練、主席及領詩撰寫講

辭、個別負責控音者更經辦公室特訓，才正式

“出台”，他們實是教會崇拜事奉的生力軍。 

 

青成導師也願積極裝備自己，部分導師參

加基教部所辦領袖訓練，裝備作生命師傅。感

謝上帝的預備，本年度有新同工（鄧偉鴻傳

道）及新導師（張凡弟兄）加入，為青成弟兄

姊妹注入新的牧養元素。 

 

就組別間情誼，本年我們棄用四組聯誼方

式，改為每季度兩組別自由策劃小型活動。這

既能增進友誼，個別弟兄姊妹更因此發掘共同

興趣，保持聯繫。 

 

總結而言，2013 年青成弟兄姊妹在不同階

段（婚姻、戀愛、工作）轉變和深化中，學習

加強信仰的地位。願他們的屬靈生命不斷強

化，在教會和生活中實踐大使命，榮耀主名。  

部長：陳月蓮姑娘 

部員：黃秀燕姑娘、鄧偉鴻先生（7月開始）、周佩珊姊妹、許萍萍姊妹、鄭樂瑤姊妹、  
      蔡麗婷姊妹、梁錫康弟兄、陳君豪弟兄、梁俊彥弟兄、葉可凝姊妹、方富榮弟兄、 

      馬偉龍弟兄  

組別 導師(及組長) 基本成員人數(約) 
平均出席人數 

2012年 2013年 

撒母耳組 黃秀燕姑娘 

周佩珊姊妹(組長) 

9 5 5 

約翰組 林會選先生 

鄧素冰姊妹 

10 8 8 

雅各團 陳月蓮姑娘 

張凡弟兄 

(設職員會) 

18 11 9 

提摩太團 陳月蓮姑娘 

鄧偉鴻先生(7月開始) 

林笑微姊妹 

(設職員會) 

29 1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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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婉珍姑娘(至6月)/   

吳世龍先生(7月起) 

 團契活動 

時間：逢主日 11:15am-12:15pm 

地點：幼稚園禮堂及 5-6 號課室、教員室 

分團：初中團契(中一至中三學生)、高中團契

(中四至中六學生)、大專團契(大專至大

學生) 

各團負責導師及輔助導師： 

初中：劉鴻業、黃雯琪、何冠良、黃榆淇、鄭靄

柔、陳芷瑩 

高中：何玉蘭、吳綺芬、歐陽萱達、文雋諾 

大專：李美倩、黃倩莊、李駿文、趙明、鄧芷恩 

各團大約出席人數： 

初中：約 15-20 人/高中：約 15-20 人/ 

 大專：約 10-15 人 

情況：少年部團契漸漸走上軌道，團友之間內聚

力加強，能享受團契生活。基甸團職員也

加入少年部導師會議，成為輔助導師，每

月一次例會一起檢討及商討少年部聖工。

導師從旁給意見及作屬靈指引。希望能建

立彼此共融、相向溝通的導師會。 

 少年崇拜 

時間：逢主日 10:00am-11:00am 

對象：中一至大專學生 

信息：全年主題以舊約聖經人物為主，講員包括：

周婉珍姑娘、吳世龍傳道、劉鴻業(神學

生)、黃雯琪(神學生)、黃倩莊執事等少年導

師，和教會傳道同工輪流宣講信息。 

出席：平均出席人數大約為 45 人。 

敬拜：以少年敬拜隊領唱為主及鼓勵參與崇拜其他

事奉崗位，給予少年人更多事奉機會。 

司事：每主日均分配少年人不同事奉崗位，例如：

司事、音控、電腦、收奉獻等。 

情況：透過在崇拜中事奉，學習敬畏神，與肢體互

相配搭服事。崇拜是一個讓少年人學習事奉

和成長經歷神的一個很好的平台。  

少年部 

部長：周婉珍姑娘(1-6 月)/吳世龍先生(7 月以後) 

部員：黃倩莊、李美倩、何玉蘭、張天藍、吳綺芬、劉鴻業(神學生)、黃雯琪(神學生)、 

      何冠良弟兄、李駿文弟兄、黃榆淇弟兄、趙明弟兄、歐陽萱達弟兄、文雋諾弟兄、  

      鄧芷恩姊妹、鄭靄柔姊妹、陳芷瑩姊妹  

 全年特別活動 

1. 初中 Summer Camp 

主題：「Find You!」 

日期： 2013 年 7 月 29-31 日（星期一至三） 

地點：賽馬會長洲鮑思高青年中心 

內容：生活體驗、歷奇活動及佈道會。 

目標：藉著歷奇活動及營會訊息，讓少年人認識福

音，跟從主！ 

對象： F.1-3 初中生，歡迎未信者。 

人數： 13 名參加者 

情況：透過三日兩夜的營會生活，彼此間成功建立關

係，留下美好回憶。營會的佈道晚會，有 5名

少年決志信主。 

2. 高中大專 Summer Camp 

主題：「讓夢想飛翔」 

日期： 2013 年 7 月 12-14 日（星期五至日） 

地點：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內容：歷奇﹠水上活動、靈修、培靈晚會及崇

拜。 

目標：藉著不同的歷奇活動、分享、訊息 等，引

發少年人的年青熱情，激發尋求神的情

意！ 

對象： F.4-6 高中生至大專生（15 歲或以上），

已決志。 

人數： 32 名參加者 

情況：高中大專學生能投入參與各樣歷奇活動，

並有深入的分享。培靈晚會讓少年人有深

刻的反省，少年人願意立志，在信仰中進

深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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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3 年，感謝主讓少年部實行一站式運作非常順利，導師及少年人都適應了一站式的運作

模式，願能鼓勵更多少年人穩定出席少崇及團契，每個少年都有一個健康的相交生活。在每個

少部月會中，都必然對少年事工作檢討及跟進，以下是更新後的時間表： 

  星期日   10:00am-11:00am 少年崇拜(社區服務中心進行) 

  星期日   11:15am-12:15pm 初中團契、高中團契(幼稚園) 

  星期五   08:30pm-10:30pm 大專團契(幼稚園) 

  星期六   03:00pm-05:00pm 敬拜隊練習(社區服務中心進行) 

  隔星期日 02:00pm-03:30pm 門訓(幼稚園)  

 

    2014 年，承接上一年的發展，繼續建立少年部的整體架構，以致少年人有整全的牧養。 

  崇拜：我們由上年年尾開始，邀請牧師在每個月月尾來臨施聖餐，讓少年人能經驗守聖餐

的重要性，藉著牧師在施聖餐的牧養，有效導向少年人在將來日子參加浸禮，加入教會，委身

跟從基督。另外，繼續鼓勵每一位少年人參與崇拜事奉，在各崗位盡忠服侍。今年四月完成人

物釋經講道後，將計劃以保羅書信作全年主線講題，包括由本堂同工、神學生及黃倩莊執事作

講員。 

  團契：感謝主在上年度興起 9位少年人承擔輔助導師的服侍，並願意在各個團契中協助導

師牧養少年人。藉此機會，導師在過程中牧養輔助導師的生命，尋求主的召命，在將來的方向

不單是成為導師，而是成為主僕，在教會忠心服侍。現在各團契都設有負責人來帶領，包括：

初中團契負責人-何冠樑弟兄、高中團契負責人-何玉蘭姊妹、大專團契負責人-李美倩執事。 

    門訓：今年開始設有為期一年的門訓，對象暫定是輔助導師，主要目的是裝備成為主的門

徒，承擔大使命。門訓由少年部負責同工帶領，藉著生命深度分享及緊密的指引，使門徒在生

命中突破成長。 

  嶺南事工：過去日子，同工在學校繼續參與團契及早會短講，建立傳福音的機會。由 2013

-14 的學期，同工將定期進入兩班中一的聖經課，每堂中有部分時間接觸他們，建立關係，從

中尋找傳福音的機會。同時，開始新事工-嶺南中學溫習班，對象是中一學生，由本堂大專生藉

著溫習班的接觸，希望能將基督的愛感染學生，引導他們進入教會牧養，此事工由鄭靄柔姊妹

負責。 

  導師團隊：開始有輔助導師服侍崗位，主要由曾參與門訓及經導師面見後接受任命，委身

服侍。他們全年參與少年部會議、導師退修及協助導師，透過委身參與服侍及與導師埋身合

作，栽培成為神忠心的僕人。 

少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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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部 黃秀琴姑娘 

2013 年兒童部以「成長」為主題，為所有教職員提供了四次「培訓」，出席情況如下： 

 

 

 

 

 

 

 去年，我們呼籲為兒童部開展「兒童詩班及團契」禱告。感謝神，這事工現正在籌備之中。

下文，除了簡介這事工，還簡報「兒童主日學」，「兒童敬拜讚美」和「家長小組」過去一年的

工作，願榮耀歸神。  

 兒童主日學   

  2013 年過去，主日學在往年的出席人數大

部分時間都在 55-65 人之間，最高一次有 73

人，而最少一次只有 27 人。感恩的是無論人

數的多寡，老師們都同樣用心地教導小朋友，

希望我們播下的種子，都能在小朋友的心內茁

壯地成長，把主基督的道穩固地紮根。 

 

  往年，除了常規活動外，黃姑娘主導帶領著

一批老師和少年人，在七月中舉辦了連續六天

的暑期聖經班，反應相當熱烈，得到很多家長

的支持和鼓勵。值得一提的是少年人的參與，

令整個活動充滿了活潑的生氣，看著他們日益

成熟和長大，使我們更有信心將來把事奉的擔

子交給他們承傳下去。尤其在最近一次聖誕聯

合崇拜中，少年部以不同樂器領唱和少年詩班

獻詩時，都令我印象難忘，他們的表現都絕對

是認真和忠誠的，一點兒也不輕忽，使我們

非常欣賞和感動！同時也感受到一直陪伴著

他們的導師們的勞苦！也當然地感謝所有曾

經教過他們的主日學老師，在他們的童年階

段耐心地守護著、堅持著…… 

 

  在新學年裏，除了有十多位主日學老師的

更替外，級主任也轉了兩位，雖然她們退出

了職員的行列，但仍堅持著留任為老師；亦

感謝兩位新級主任願意在百忙的生活中撥更

多時間來事奉，盼望我們這個團隊能繼續同

心地為主作工！最後，以馬太福音十一章 29

節與大家共勉︰「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

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

必得享安息。」 

 余瑞芳姊妹 

7/10/2012 培訓(一)：如何協助SEN 31 人 

6/1/2013 培訓(一)：有效課室管理及講故事技巧 32 人 

17/3/2013 培訓(一)：兒童崇拜的意義和目標 23 人 

24/3/2013 培訓(一)：帶領兒童敬拜讚美的要訣和技巧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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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部 

過去一年，我們也曾在崇拜中和商場裡的

獻詩，讓孩子以單純敬愛主的心，像天使般獻

上歌聲給天上的父神；把天國的信息種到人的

心裡。為著有機會服侍這群孩子，我們實在感

謝天父。盼望天父能感動更多有恩賜、有負擔

的弟兄姊妹參與兒童敬拜讚美的事奉，一起建

立這群可愛活潑的小精兵，讓更多藉著孩子們

更親近及認識神。  

練婉婷姊妹 

兒童敬拜讚美組已成立了 2年多，目的是

教導孩子從小懂得敬拜讚美獨一的真神；藉著

詩歌和經文建立靈命，親近上帝；透過獻詩，

學習事奉，將神的信息帶到別人。 

  

每雙月我們會有一個新主題跟孩子分享。

例如「得勝有餘」，我們教導孩子向誘惑說

不，面對苦難時緊靠愛我們的主跨勝。又如

「聖誕—是時候，分享愛」。讓孩子知道聖誕

節是記念主耶穌降生，我們藉著耶穌才能到父

神那裡去。在耶穌基督降生的日子，要主動和

身邊的人分享耶穌基督的愛。 

  

 

 兒童敬拜讚美   

  全年平均出席人數 全年平均出席人數 

  早堂 午堂 

幼稚級 6 14 

初小級 6 8 

中小級 8 5 

高小級 6 5 

總數 58 58 

兒童敬拜讚美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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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小組」是為上書房中英文幼稚園

的家長而設的活動，提供家長一個平台學

習、交流、支援、服侍。活動分為上、下

 家長小組  

人數比去年減少了，但出席率較穩定，彼此關係較鞏固。內容是「品格塑造」，透過活動鼓

勵家長實踐。另外，我們積極排練「讚美操」、「詩歌」、遊戲等，以備明年復活節到老人中

心服務，與孩子把歡樂和福音帶給長者。  

總結  
 在發展每個事工上，我們都緊緊尋求神的帶領，正如箴 16:9「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

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 16:9)。 深信惟有走在神的恩領中，必能為主得著更多兒童，而參

與事奉的也經歷神恩的廣大。  

黃秀琴姑娘 

午，隔週五(假日除外) 在社區中心舉行，出

席情況如下：  

  上午組平均人數 下午組平均人數 總平均人數 

2012-2013年度 9 10 19 

2013-2014年度(至12月) 9 6 15 

 兒童詩班及團契  

 「兒童詩班及團契」的設立，一來是照

顧隨家長來，就讀小學孩子的需要(因星期日

早上十時，第二堂崇拜時段，暫未提供照

顧)；二來是銜接兒童到少年唱詩的培育，讓

孩子自小重視敬拜神和事奉神。「兒童詩班

及團契」與第二堂崇拜同步進行，大致分為

三個部分：一、敬拜，二、團契(回應實踐當

天的主題信息)，三、練詩(包括音樂和心態方

面的訓練)。歡迎小二或以上的兒童參加，直

到小六，可直升少年詩班。凡有合適參與的兒

童，家長可密切留意我們的宣傳和招募，並與

孩子分享這事，為此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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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嘉華姊妹 

崇拜方面 
 鑑於「崇拜司琴」短缺，特別是第二堂；
繼續培訓已決志的少年人出任「實習司琴」。 
「崇拜領詩人員」缺乏， 期望新同工、樂團成
員、詩班員、有感動或願意參與的兄姊可以負
責領唱。 有關揀歌訓練將延期至 2014 年再安
排。 
2013 年已經推出新的「宣召經文」及「祝福
歌」、「始禮頌」。於 11 月 9、10 日聖樂主日
邀請了劉凝慧傳道 (宣道會康怡堂)及周敬敏傳
道(宣道會北角堂)為講員，主題分別為「獻上
更美的祭」和「以聖樂尊崇神」。樂團、少年
詩班、成人詩班及和撒那敬拜隊各負責帶領一
堂崇拜中的領唱部分。另外，在聖樂主日的
早、午兩堂祟拜內， 張牧師更為聖樂事奉人員
主持立約禮。是日中午聖樂部提供愛筵，邀請
聖樂事奉人員參加，並在下午進行「聖樂同樂
日」，彼此團契，促進各聖樂事奉單位交流，
內容豐富。包括: 讚美與敬拜、破冰遊戲、介
紹詩歌、見證、四手聯彈等分享環節，讓弟兄
姊妹們彼此認識，心被恩感，達致分享和共
融。當中喜見「兩代同堂」一同參與事奉，一
幅很美的「薪火相傳」圖畫。當天共有約 80 人
出席.  

成人詩班 
 成人詩班逢星期五晚在幼稚園禮堂練習， 
每月第四週主日早、中、午三堂祟拜獻唱， 及
在第三堂加唱始禮頌「在主聖殿中」。 節期獻
詩包括受苦節、復活節、聖誕節、堂慶及聖誕
嘉年華佈佳音。本年度成人詩班共有 14 次獻
詩，獻唱了 17 首合唱作品和 7首聖誕詩歌。 
梁龍先生全年有十次到詩班分享當月獻唱詩歌
的信息以作牧養；指揮和司琴在 7-8 月份安排
為期 8個星期的暑期樂理班給詩班員，加強大
家對樂理認識。 此外，每月一次的祈禱會仍然
繼續，互相守望代禱。2013 年，經常出席的成
員約有 22 位成員，有兩位新成員；一位姊妹因
移民離開；而常任司琴又因工作繁忙、需要請
假；故 2014 年我們會在招募上加緊行動 / 迫
切禱告，盼望有心志的弟兄姊妹，回應上主的
召命，加入成人詩班行列，參與歌詠事奉，一
同以頌唱為祭。  

少年詩班 
 2013 年，少年詩班有兩位成員因學業關係
而退出，亦有幾位因專注學業而暫停參與；但
很高興得到四位女高音及一位男高音加入。現
時總人數為 33 人。 

今年共獻唱 8次，其中 6次成功背譜。 除了崇拜
獻唱，亦有在平安夜報佳音獻唱；亦有 18 位成員
在復活節期間參加江門嘉年華, 負責崇拜獻唱；
我們亦參與了聖樂同樂日， 當中以清唱詩歌及一
曲四手聯彈與其他聖樂部成員交流。另外，亦有
一位成員分享見證。 
來年，我們會祈求繼續提升詩班素質，亦會安排
更多機會給少年人作詩班指揮，以培育新一代在
不同崗位事奉我們的天父。  

樂團 
 2009 年樂團由無變為有，一切全是神的恩
典。團友一直忠心事奉，無論付出多少時間與心
力也在所不計；除願意努力學習樂器，更重要是
期望將最好的獻給神。除學習敬拜以外，也推動
實踐大使命作主的門徒。每年安排音樂佈道會，
讓團友經歷神的大能，並勇敢將福音傳揚。樂團
的事奉「任重道遠」，像祭司的職份，是一生之
久的。另外，組長會的成立，除訓練領袖外，也
期望有整全的架構，配合教會事工。導師與組長
定期檢討，推動十一奉獻及靈修生活。2013 年
12 月組長們參加了門訓，由梁龍傳道主力帶領，
並有李澳平傳道助理(Leo)、吳綺芬姊妹及黃銘慧
姊妹協助作導師，讓靈命更長，每天親近及認識
神。聖樂同樂日於 11 月 10 日舉行，樂團與成人
詩班、少年詩班彼此交流及學習，十分感動。我
們都是同路人，感謝主！大家忠心事主。12 月
24 日在杏花新城舉行聖誕嘉年華兼報佳音，藉著
主耶穌基督降生的日子，來分享基督的愛，全體
上下一心。當晚樂團也擔起場地音響及獻唱的崗
位，將主耶穌降生大喜的信息傳開，讓杏花邨普
天同慶。感謝主！當晚有很多朋友聽到福音。 
願將最好的獻給我們天上的父神。盼望 2014 年樂
團更大大被主使用。  

展望 

1. 來年繼續舉辦「聖樂同樂日」，讓聖樂事奉

人員彼此交流和分享，詳情容後公佈。 

2. 培訓更多領唱人材及成立領唱小組，讓新人

累積經驗，期待興旺崇拜中敬拜的環節，從

而提升整個崇拜聚會的素質。 

3. 繼續跟進「兒童詩班及團契」的設立，黃秀

琴姑娘和 Leo 現正負責籌備工作，細節及安

排有待落實，期待來年「兒童詩班及團契」

之成立。為人手需要及籌備工作代禱。有關

「兒童敬拜讚美」及「兒童詩班」的介紹，

可參看兒童部相關的報告，在此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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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事工  
 

1. 透過本年會眾奉獻給中國事工基金之

153,500 元，每月定額支持房角石協會的

經常費。本年亦撥款支持清心宣教士穆斯

林宣教經費、江門滘頭堂經常費及江門

『生命培育計畫』畢業學員農耀峰弟兄到

武漢中南神學院修讀學費。 

2. 本年內曾舉辦了 3次國內短宣。2月及 7

月廣西培訓短宣及 3月 29 至 4 月 1 日江

門復活節嘉年華會，合共有 37 人次參

加。 

陳尚德執事 

 海外宣教事工  
 

1. 從會眾奉獻給海外宣教基金之 113,000

元，支持香港宣道差會及其他差會之事

工，計有： 

※ 國際差傳協會李世樂牧師日本宣教經費 

※ 香港宣道差會馬來西亞劉德裕牧師、泰國

麥永成牧師、王興基牧師及英國劉少棠牧

師、杜文溢宣教士家庭的宣教經費 

※ 寮國戒毒牧場計劃 

※ 澳門宣道中心成立費用 

※ 曾在本堂事奉的退休宣教士林兆熙師母生

活費 

※ 香港宣道差會宣教同工年終禮金 

 

2. 短宣行程 

※ 張永信牧師 10 月緬甸培訓事工 

※ 澳門工場探訪一日遊 

 希伯崙十三堂聯合差傳事工  
 

 以本堂差傳信心認獻支持香港宣道差會之澳門、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留尼旺、馬達

加斯加及英國宣教工場。並協助籌辦於 2013 年 10 月 20 日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的希十三

堂聯合差傳崇拜，主題為『誰掌管明天』。 

 

今年是何義思教士來華傳道一百周年紀念，本堂特別邀請了祖母堂希伯崙堂堂主任簡耀堂牧師

於差傳雙週分享何教士的事蹟。 

中國事工基金資助 金額 % 

房角石協會之事工 $31,200 26.6 

江門滘頭堂經常費 $15,435 13.1 

農耀峰弟兄中南神學院修讀學費 $17,912 15.3 

前線差會清心宣教士穆斯林宣教經費 $10,000 8.5 

本堂短宣隊開支 $42,150 35.9 

雜項 $740 0.6 

合共 $117,437 100.0 

由海外宣教基金資助 金額 % 

海外宣教事工 $125,000.0 79.9 

關懷宣教士家庭 $17,000.0 10.9 

短宣開支 $12,150.0 7.8 

雜項 $2,185.5 1.4 

合共 $156,335.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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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耀執事 

  個人及教會佈道事工，在實踐大使命的過程中，佔著很重要的位置，必須要全力以赴，作好

福音的工作。教會全年以「實踐大使命教會」為方向及目標，為此，佈道部必全力配合教會目

標，以訓練、動員信徒作佈道為主，組織外展佈道隊，切實投入傳福音的行列，使福音能遍及社

群，把握機會，努力傳主的福音，讓更多人認識主，歸向主。因此，在 2013 年佈道部配合教會

目標，推動了信徒佈道技巧培訓及外展佈道的機會： 

 

 每月一次外展佈道  

負責：佈道部部長及部員（全年十一月外展佈道出隊日期及佈道情況如下） 

 

內容：每逢每月第四主日均有 

   外展佈道，佈道前有 30 

   分鐘佈道技巧訓練。 

      希望透此外展佈道，能 

   給弟兄姊妹更多機會到 

   不同地方及平台傳福 

   音，接觸不同的人，擴 

   闊佈道視野，帶領未信 

   者接觸福音。 

情況：除了佈道部部員外，已 

   有一些弟兄姊妹成為外 

   展佈道隊的核心成員， 

   每次出隊均儘量出席， 

   情況理想。    

檢討：外展佈道理念仍未能落到每個小組一起參與，主要是宣傳及推動不足，佈道部希望能到每 

   個小組作宣傳、推動及介紹佈道異象。讓弟兄姊妹能提高領人歸主的使命。 

 平安夜歡樂嘉年華  

日期： 12 月 24 日 

時間： 6:30pm-9:30pm 

地點：杏花邨杏花新城商場二樓 

對象：接觸杏花邨居民 

內容：有少年詩班、摩西團福音粵曲、兒童敬拜讚 

   美、福音魔術、樂團、成人詩班、讚美操、 

   和撒那敬拜隊、張牧師獻唱等。同時有遊 

   戲、扭扭波、派發飲品、小禮物福音包。同 

   時有三福出隊、及外展佈道隊在商場內作問 

   卷佈道，反應非常好。 

情況：今年在商場的人流明顯比去年的多，氣氛非 

   常熱鬧，800 份小禮物在上半場已派完。教 

   會各小組、團契參與熱烈和熱心事奉，扭扭 

   波攤位最受歡迎，氣氛熱烈，確實能作好福 

   音預工的事奉。 

佈道形式 2013年 談道 決志 澄清 單張 慕道 參加
人數 

屋邨 1月 18 0 2 78 0 12 

公園 2月 20 0 1 36 0 15 

老人院 3月 22 2 0 0 0 20 

公園 4月 25 1 0 137 0 26 

食肆 5月 7 0 0 12 0 18 

車廂 6月 26 1 2 112 1 42 

食肆 8月 6 0 0 8 0 12 

公園 9月 22 0 0 50 0 18 

老人院 10月 16 5 1 9 0 20 

食肆 11月 7 0 0 12 0 15 

平安夜嘉年華 12月 30 2 0 120 2 18 

  199 11 6 574 3 216 

 三元福音倍進佈道法(三福)  

教授三福個人佈道技巧、門徒訓練，出隊

佈道實習 

三福教師：粱錦麟弟兄 

上課日期： 2012 年 10-2013 年 3 月 

上課時間：隔週星期六 3:00pm-5:00pm 

上課地點：教會(幼稚園) 

接受訓練： 1位 

出隊情況：接觸個人佈道對象共 29 人 

     （包括 3人決志信主，1人考 

     慮信仰，3人能做到即時栽 

     培，3人接受初信成長栽培及 

     返教會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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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操團隊： 

現時共有十位姊妹擔任領操員，年初的時候，

有安靜退修的時刻，主題是：謙卑事奉，我們

著重在人前的事奉要靠主謙卑。領操員的靈命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故此傳道同工每天有靈

修分享的牧養。領操員也追求更美的事奉，為

求有更好的帶操，她們都有參與香港讚美操協

會主辦的領操員課程，其中四位已考獲部份輯

數(共六輯)的驗證，其餘均會繼續參與驗證課

程及驗證。除此之外，也有參與讚美操協會主

辦的領操員團契或祈禱會。 

 

內容及活動： 

除每次讚美操及拉筋(之前熱身及之後的緩和)

外，亦分別於四月、九月舉辦了愛筵(星期二)

與茶聚(星期四)，及十二月的聖誕聯歡，藉此

同參與者熟絡及作簡短信息。讚美操協會於十

一月十六日在香港舉辦國際萬人操，本堂讚美

操平台共有 36 人參加；讚美操提升生活質素

的問卷調查，本堂亦有 20 多人參與。 

參加人數： 

星期二及星期四的參加者越來越多，最多人數

有 54 人，考慮參加者的安全及舒適，由六月

起，星期二、四限定人數為 45 人；星期六限

定人數為 20 人，因本堂會友參與率低，由

2014 年起也對外開放，但仍限於在職人士。 

 

成效： 

本堂讚美操經歷三年，初見成效，有多位參加

者參與教會的小組，也有決志者，盼這個禾場

日後有更多收割的時刻。 

 

展望： 

2014 年下半年能開辦弟兄讚美操。 

讚美操  

日期 時間 2013 年 

全年出席 

總人次 

2013 年 

平均出席 

人數 

開始年份 備註 

星期二 上午 10:30-12:00 2027 42 2011 年 1 月 開放平台 

星期四 下午 2:00-3:30 1736 36 2012 年 3 月 開放平台 

星期六 上午 10:00-11:30 123 10 2013 年 7 月 只限教會在職兄姊 

   讚美操成立乃為接觸本區未信主居民的福音事工，希望能透過運動有助身體健康作為吸

引，藉著讚美操詩歌練習，從而引入福音信息，帶領未信者認識福音。 

現時讚美操共有三個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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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會選先生 

基教課程 

為要幫助弟兄姊妹的成長，基教部在

2013 年銳意修訂課程系統。基教部體會到弟

兄姊妹需要有一個成長的階梯，於是，基教部

設立課程統籌小組，並將課程修訂至弟兄姊妹

成長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慕道者及初信

者；第二階段：門徒；第三階段：進階門徒。

按照弟兄姊妹的不同程度，設立不同的科目，

讓弟兄姊妹得到合適的教導及屬靈牧養。除了

學道班、成長八課、新生命新生活、門訓及不

同書卷等課程，2013 年已開設了新約綜覽，

2014 年將會開辦舊約綜覽。2013 年四季課程

中，共開辦了 18 班的課程，並有 147 人次參

加。 

靈修三人組 

靈修是每一個基督徒親近神的途徑。只

是，個人的靈修往往都會令人感到孤單；相

反，能夠互相分享靈修心得，共同勉勵是一

件賞心樂事。一直以來，基教部設立靈修三

人組就是希望弟兄姊妹彼此分享靈修心得，

令弟兄姊妹得到最大的幫助。現在的教會的

靈修三人組共有 9 組，有 22 人參與當中。教

會幫弟兄姊妹代訂靈修月刊：《每日讀經釋

義》及《豐盛人生靈修月刊》，平均有 52

人。 

除了恆常的靈修三人組及代訂靈修月

刊，基教部於 11 月 3 日舉辦了一個靈修工作

坊(日營)，專題探討「情感在靈修中之作

用」，幫助弟兄姊妹與心靈對話，學習貼近

上主，此聚會邀得周立群博士作講員，總共

有 31 人參加，參加者反應良好。 

基教部的事工可分為四大部份： 
一. 基教課程 

二. 靈修三人組 

三. 祈禱事工 

四. 圖書小組 

透過四個不同的部份，讓弟兄姊妹在不同的範

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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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事工 

每個月兩次的祈禱會，讓弟兄姊妹為特定

的事工及群體守望。除了教牧同工帶領外，還

有執事與有關事工及群體的負責人帶領，每次

的祈禱會負責人透過詩歌及經文分享帶領我們

進入敬拜。然後，弟兄姊妹跪在神面前同心將

特定的事工及群體交託給神。另一方面，弟兄

姊妹也為了其他的肢體誠心獻上禱告，彼此在

祈禱中記念，並且得著力量。平均參加祈禱會

人數有 14 人。 

圖書小組  
為著主日第三堂崇拜的弟兄姊妹，圖書小

組增購了圖書車，並放置於社區中心。過去，在

社區中心返第三堂崇拜的弟兄姊妹，都難於在

崇拜前後借閱圖書閣(位於幼稚園)的圖書，有

鑑於此，圖書小組增購了圖書車，並邀得有心事

奉的弟兄姊妹輪班當值，讓返崇拜的弟兄姊妹

有機會借閱屬靈書籍，建立屬靈閱讀習慣並且

成長。 

 

其他服事   
除此以外，基教部訓練青成部的弟兄姊妹

學習帶領查經及預查。基教部開辦了一個為期

三個月的帶領查經訓練班，讓職青的弟兄姊妹

學習帶領查經，使他們認識經文的意義、設計查

經問題，並帶領查經的技巧。另一方面，基教部

協助青成部預備查經資料，並教導青成部各團

契小組認識每月的查經資料，以便他們帶領查

經之用。 

 

最後，基教部開辦了「2013 年領袖訓練」。

基教部了解到青成導師與少年導師有需要增進

幫助人的技巧，在 2013 年開辦了領袖訓練，透

過「5A 教練模式學習和實踐」，幫助一班滿有心

志的導師學習有關技巧，並以五至七次的實習

與受導者同行。導師們都對受導者的成長感到

十分欣慰，見證主在他們當中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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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佩琼執事 

探訪工作 
關顧是教會很重要的事工，教會是愛與關

懷。神愛杏花家，這家座落在杏花邨這個大型

屋邨，是神所設立的屬靈大家庭。一班蒙神恩

典被拯救的人，成為神的兒女，同心感恩聚集

敬拜神的地方，杏花家有五百多人，當中有不

同的家庭成員，在杏花家崇拜，故此有關顧部

來關心弟兄姊妹，以愛心照顧不同年齡的肢體

需要。無論小朋友，成人及長者，都會有身體

軟弱的時候，特別在醫院的會友，此時最需要

別人關懷，感恩神給與杏花家很多弟兄姊妹，

願意藉著探訪關懷別人。杏花家快到 24 周年

了，人數繼續有增加，而新來的信徒或慕道人

士，都有不同的需要，張牧師常常與我一同探

訪新會友，亦有探訪恆常聚會的肢體，有時藉

著探訪，他們會將藏在心裏的難處向我們傾

訴，牧師即時為他們禱告，他們心靈得著安

慰，關懷能使他們對教會更有歸屬感，而關顧

部的工作，如往常一樣，都是關心探訪，探

病，安息禮拜事宜等等。 

願神賜火熱的心給關顧部的成員繼續關懷

探訪服待。 

聯誼方面 

聯誼每年都有數項大型事工，因為杏花家

有四堂崇拜，要使全教會，藉著聯誼安排不同

節目事工，讓肢體一同出席參加，彼此認識，

大家是屬於杏花家的肢體，亦藉著一些節日

（例如：父親節，母親節）送禮物給他們以表

揚作父母親的偉大。 

迎新會 

迎新會仍然照往年一樣進行，共進午膳，

每三個月或四個月一次，視乎新來賓多少，開

始時有簡單熱身遊戲，牧師介紹教會，同工，

執事，迎新組，進膳中彼此交談，加深認識，

增進關係，從而使新來賓容易投入教會，穩定

出席崇拜。  

關懷個案  
早前會友周弟兄的弟弟的岳父樊先生，

因病入了醫院，樊先生及家人卻未信主，

但常常聽到福音，周弟兄想我探訪樊先

生，我答應到醫院關懷，周弟兄盼望他弟

弟全家早日信主。８月１７日早上６時左

右我接到電話，樊先生要進入急症病房，

我立即到醫院，聽他家人講述情況，我即

時到病人床邊，為他禱告，問他是否想信

主耶穌，他用點頭來表達願意，於是我講

述基督教的信仰及問一些問題，他一一表

達清楚，就為他禱告決志，接受主耶穌的

救恩，之後我本想離去，讓他多些時間休

息，但我再問家人，他們是否想為他灑

禮，他們即時回答，很想很想，於是我致

電張牧師，牧師答應前來，約９時半牧師

到達，為他施浸儀式，禱告後我們離開醫

院。大約中午時分，便接到樊弟兄已安息

主懷的消息，而樊太太一家都很感激我們

的關懷，能帶領人信主，實在是神的恩

典。之後安息禮拜各樣的安排，都能順利

完成。現在他們一家週日都會前來杏花家

敬拜神，願榮耀頌讚都歸於三一真神。 

2 月 24 日 新春團拜 宣道會社區服務中心 140 人 

5 月 1 日 教會旅行 沙頭角六村一日遊 171 人 

5 月 12 日 父親節 送軟膠飲水壺 250 份 

6 月 16 日 母親節 送軟膠飲水壺 230 份 

7 月 21 日 執事退修會 警察部雅善酒樓   

9 月 8 日 23 周年堂慶／愛筵 嶺南中學禮堂敬拜／稻香酒樓 390 人 

12 月 14 日 聖誕聯歡晚宴 宣道會社區服務中心 1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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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禮名單 

陳麗英、徐月流、劉廣、胡英群、鄧芷恩、鄭靄柔、 

盧美珊、陳淑芬、何美玲、李駿文、楊樂、鄭浚鍇、

趙明、李煒傑、梁俊彥、梁文德、文雋匡、樊仲明、

余清金、楊嘉怡、梁芷銦、羅麗貞、關笑儀、 

俞蕙芳、林小琼、黃楡淇、文雋諾、馬偉龍、歐陽萱達、 

吳慶然、鄧錦華  

轉會 (十) 

吳惠芬、謝東、葉美纓、張凡、吳楚君  

轉會 (一) 

陳瑞明、趙仲文  

奉獻禮 
謝仲開、張樂行、何喜兒、蘇穎希、 

張倩蘭、張雲峰、陳韜文、陳子皓、姚緻琛   

安息 (一) 
徐月流、吳斐全、樊仲明  

 

 

(9位) 

 

 

 

 

 

 

 

 

 

 

 

(31位) 

 

 

 

 

 

(5位) 

 

 

 

 

 

 

(2位) 

 

 

 

 

 

 

 

(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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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崇拜統計 

各堂崇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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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五年崇拜統計 

過去五年成人崇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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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2013年預算 2013年支出 2014年預算 

教會辦公室 

  追加預算 1 

$4,855,433 

$33,850 

$5,039,624 

 

$5,497,680 

 

長者部 $27,100 $19,972 $27,600 

成人部 $9,500 $3,931 $10,500 

青成部 $31,000 $4,726 $25,000 

少年部 $101,400 $42,347 $88,100 

兒童部 $48,000 $31,737 $43,500 

差傳部 2 $268,200 $273,773 $389,000 

佈道部 3 $350,000 $304,607 $215,600 

聖樂部 $57,154 $17,603 $57,400 

基教部 $16,500 $10,789 $31,000 

關顧部 $69,690 $150,197 $80,500 

總數 $5,867,827 $5,899,305 $6,465,880 

備註： 

1. 7月份新增兩位同工的辦公桌及電腦$33,850 

2. 由中國事工基金和海外宣教基金撥款。 

3. 由福音事工基金撥款。 

註： 

1. 特別奉獻包括0.5M奉獻

及年終感恩奉獻 

2. 2013年每逢聖餐主日收

取多一次奉獻，全年共

$175,818，撥入慈惠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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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教會辦公室 $4,325,309 $4,610,983 $5,039,624 

分齡事工 $121,225 $111,100 $102,713 

教會事工 $520,621 $693,212 $756,968 

          總數 $4,967,155 $5,415,295 $5,899,305 

過去三年收支比較 

每月奉獻收入 

收入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經常費奉獻  $3,331,400   $3,742,323   $3,843,460  

感恩奉獻  $585,655   $668,190   $674,543  

特別奉獻  $321,620   $381,319   $367,571  

基金奉獻  $335,090   $627,849   $551,458  

其他奉獻及收入  $318,653   $59,832   $29,069  

          總額  $4,892,418   $5,479,513   $5,46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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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出版 

 宣道會杏花邨堂 

教會  ：香港杏花邨35座側宣道會上書房中英文幼稚園 

社區中心 ：香港杏花邨杏花新城B舖西翼停車場地下（郵局側） 

辦公室   ：香港杏花邨杏花新城G10舖上書房（書室） 

電話  ：2556 0174 

傳真  ：2558 4589                   

網址  ：www.cmahfcc.org 

2013-14年執事會 

教牧同工              執事 

張永信牧師 (主席) 

黃秀燕姑娘 梁佩琼 (第一副主席) 

梁  龍先生 黃倩莊 (第二副主席) 

林會選先生 梁永康、林學斌(司數) 

陳月蓮姑娘 鄧志賢 (文書) 

鄧偉鴻先生 
(2013年７月起) 

周迪波、李美倩、陳建強 (司庫) 

吳世龍先生 
(2013年７月起) 

鄭劍雄、何一強 (總務) 

黃秀琴姑娘 陳尚德、黃耀 (其他) 

周婉珍姑娘 
(至2013年12月) 

 

李澳平先生 
(2013年9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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