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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証服事 迎向新挑戰 



 
主任牧師報告與前瞻                   周志豪牧師 
 

一間健康的教會，有下列脈搏的特點： 
  教會的生命：火熱傳福音。 
  教會的動力：虔誠祈禱。 
  教會的品格：靈修和愛人。 
  教會的能力：在聖靈裡同心。 
  教會的穩固：真理紮根。 
  教會的活力：勇於創新。 
  教會的心臟：長久高舉基督。 
以上是 2019 年〈教會願景〉的重新表述。教會已有穩定發展的事工不加
贅言，下面只是宏觀報告和前瞻重點： 

 
1. 教會理念： 
1.1 延續〈教會願景‧我們的禱告〉七個健康教會方向(參 2018 年事工報告)。 
1.2 繼續〈燃點佈道熱誠‧迎向九十周年〉之後的事奉理念。 
1.3 發揮辦學團體(教會)的機會和屬靈產業，忠於歷史和基督的大使命。 
 

2. 牧養方向： 
2.1 年度方向 

  主題延續與更新：見證服事‧迎向新挑戰   (2019-2021 年) 
  2019 年焦點：〈燃點佈道熱誠‧迎向九十周年〉 
  2020 年焦點：〈靈修‧親近主、培育‧作門徒〉  

2.2 回應社會與時局的「新挑戰」，推動全教會提升靈修親近主。我們於 
    2019 年下半年，經歷了反修例社會運動的衝擊。教會同工與執事們 

尋求以跨越政治立場但包容受傷心靈的態度，應對撕裂的環境。因此
後我們推出以建立與主耶穌關係為基本的方向。感謝主，至去年底 

    已有約 120 位弟兄姊妹表示以不同的方式參與靈修計劃。 
2.3 同工團隊：我們有忠心服事多年的傳道同工，各在所委任的牧區和服 
    事群體中盡心盡力。男女傳道人皆各有恩賜和擅長的特質，辦公室 
    的事務同工亦然，皆屬難得。作為牧師，一年全職的一齊事奉工作， 
    看到以前體會不深的同工優點。當然同工團隊的稱職之外，仍有成 
    長空間，本人也無例外。執事們的忠心配搭，使整體事奉有力而全 
    面。我們前瞻數年後的將來，新領域和新同工的增聘，也是理所當 
    然。不然，我們原地踏步的可能多於提升和突破。讓我們切切禱告 
    和齊心預備吧。 
2.4 信徒共融：建立神家老中青幼同心融合成長，分區牧養的同時，也以 
    跨區互助，並以基督愛的家庭突破現今世俗的冷暖。 

 
3. 熱心佈道：第一屆「綠洲行動」，母親節至父親節舉行連續六週福音主日

是初步嘗試。去年五月和六月的崇拜出席為全年之冠，顯示了弟兄姊妹的
努力。(參崇拜統計和敬拜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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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崇拜共融：求聖靈恩膏並鼓勵弟兄姊妹更多相交和關懷。去年成立一個成
年新人組。全年主日崇拜新人有約達 30 人。青少年包括職青共 13 組，以
週六和主日的聯合崇拜嘗試共融。但長遠而言，仍有主日崇拜老齡化、週
六崇拜成熟化的自然現象。我們需要以更多的努力更新。 

 
5. 宣教精神：持守每年一月的宣教月、暑期短宣和相關預算的推動。於全年

崇拜中均衡的教導則略顯不足。2020 年將在宣教月外，全年四次聯合崇
拜將加入胸懷普世，增添具天國視野的安排。(宣教部) 

 
6. 兒區和長者：2019 年的〈正面管教〉講座蒙主使用，新年計劃將繼續在

教會以外接觸新人，服事社區並領人歸主。長者的支援有委身的服事者而
感恩，但也鼓勵更多肢體投入服事。 
 

7. 培育和青少年：資源多元化時代，教會培育課程成為諸多選擇之一。但持
續的教會內學習，仍是肢體間一齊成長的良機。這與外間的課程，包括〈生
命之道〉等可產生相輔相成之效。2020 年下半年培育基督化家庭並舉辦
冬令家庭營，將是近年新的嘗試。青少年群體多集中周六相聚，但他們的
活力和成長是教會承傳的盼望。(參培育部和青少年事工報告) 
 

8. 學校事奉：執事會與領導層(校董)、另參〈中聖書院福音事工〉(15/9/2019
崇拜週報)。另參何敬賢牧師和陳寶安姊妹的校監報告。我們為李柏雄弟
兄數十年如一日的教育服事感恩，也求主恩帶領何敬賢牧師的接任。 
 

9. 社區服事：同工和弟兄姊妹繼續派飯、關懷、探訪等愛心事奉。 
 

10. 年度特色：展望 2020 年，九十周年三堂聯合崇拜(宣教奉獻禮、聯合洗
禮、聯校教育主日、堂慶活動(附一))。我們的目的是有三：(1) 凝聚三
堂：同心事奉、前瞻未來；(2) 領人歸主：效法先賢、熱心佈道；(3) 尋
根相交：海外會友、肢體聯絡。一月 19 日舉行之三堂聯合宣教奉獻禮，
有 178 人出席，其中 38 人以不同形式回應宣教。 
 

附一              2020 年 中華聖潔會 90周年聚會 
日期 時間 聚會 備註 

1 月 19 日 上午 10 時 宣教奉獻禮 中華聖潔會，講員：周志豪牧師 

5 月 31 日 下午 2時半 三堂聯合洗禮 中華聖潔會禮堂 

10 月 18 日 上午 10 時半 聯校教育主日 靈風中學禮堂，講員：李柏雄弟兄 

11 月 13 日(週五) 下午 7時 事奉者晚會 中華聖潔會，講員：陳耀鵬牧師 

11 月 14 日(週六) 上午 9時-下午 4時 擴張境界之旅 參觀分堂、學校、中心 

11 月 15 日 上午 10 時 90 周年感恩崇拜 中華聖潔會，講員：陳耀鵬牧師 

11 月 15 日 下午 5時-9 時 90 周年感恩聚餐 名門壹號酒樓(荔枝角深盛路 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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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會主席報告             巫蓓雲執事 

 
  感謝主帶領教會平安地渡過不平凡的 2019 年，這一年因着香港社會的
動盪，教會面對了不少衝擊。我這個第一次做主席的執事，只好懷着戰戰兢
兢的心去面對各種挑戰。去年的反對逃犯修訂運動和最近的武漢肺炎事件，
都令人感到束手無策。多謝牧師、同工和執事的支持，同心禱告讓主成為我
們的元帥，帶領教會平安渡過。在面對這風風雨雨的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
人是多麽的軟弱與渺小，唯有依靠神的大能方能成事。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後
書 12：9 所說：「神的恩典是夠用的．因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
完全。」 
  中華聖潔會過去 89 年的歷史也同樣見證了神的帶領與保守，在這漫長
的歲月中教會經歷了無數的順境與逆境，但無論順或逆神都在這裏坐着為
王。今年我們進入 90 周年，深信神會繼續以祂的慈愛與信實帶領我們成為
蒙祂喜悅的教會。 
 
同工團隊方面 
  隨着周牧師 2019 年的到來，教會的見証服事迎向了新挑戰。同工團隊
以周志豪牧師為主任牧師，另有麥文洵傳道、鍾潔明姑娘、事務主任馬世海
弟兄和中聖書院信仰培育組主任周青水姑娘組成。牧者同工彼此配搭負責四
區四部的牧養和栽培工作。2020 年，期待牧者帶領會友進入屬靈操練旅程，
活出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的生命。 
 
執事團隊方面 
  今年的執事會由 9位執事組成，其中有經驗豐富的成年人，也有充滿創
意的青年人，各人在教會不同的區、部和學校事奉。協助牧師同工肩負起帶
領和管理教會的使命，各人按照神的恩賜，盡心竭力彼此配搭。每次開會大
家在有限的時間裡認真思考和討論。回望過去所議決和執行的事宜，足證保
羅所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
的人。」（羅 8:28）。原來很多事情都是超出我們所思所想;很多事縱然我們
未能測透，但深信神有祂的美意。 
 
教會事工方面 
  今年教會舉行了兩次集思會，分別是 6月 30 日的兒童、成年和松柏區
集思會和 8月 25 日的青少年區集思會；會上我們一方面檢討教會過去的事
務，一方面商討未來發展。各區、部的事奉者，代表着自己所服事的群體，
從不同角度提供了不少建設性意見。大家的每個建議都在執事同工會上充分
討論了。感謝同工執事的努力，部份建議已經落實，例如，新朋友牧養方面，
有牧師的埋身組；松柏區需要支援，鼓勵成年區小組伸出援手，進入松柏區
作小組事奉；青成區的融合，有分齡茶聚，讓成年區會友可以參與其中，跟
青年人打成一片；小組支援方面，有組長小組，成為平台讓組長表達需要並
彼此支持。當然我們也明白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努力，因此我們會繼續以開放
的態度聆聽大家的聲音，並順服神的帶領。求神幫助讓來年我們所籌劃的事
工得以順利開展，教會資源也得以妥善管理，讓中華聖潔會成為一所榮神益
人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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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小組事工      長者事工      鍾潔明姑娘 
 
區牧：鍾潔明姑娘                             執事代表：黎柏添執事 
 
天父提醒：年老的有智慧，壽高的有知識  (伯 12:12) 
我們懇求：我到年老髮白的時候，求你不要離開我！等我將祢的能力指示 
          下代，將祢的大能指示後世的人  (詩 71:18) 
我們相信：憑信心與指望突破限制，願神家寶貝關愛中祝福群體！ 
 
2019 年目標與行動計劃： 

1. 老而彌堅—認識聖經、祈禱服事、使身心靈同得堅壯 
2. 伴老同行—邀請肢體成為「老友記的老友記」，藉陪同成為關愛長者 

與家人的老友記。 
 
甲.回顧過去，我們朝著所想而行嗎？ 

1. 「老而彌堅」 
1.1 老而彌堅之「不糊塗」： 
    老友記每月兩次聖經學習，先後完成使徒信經、雅各書、希伯來 
    書，並開始學習使徒行傳，並邀請了現任 9位執事分享，讓老友
記同時學習聖經也認識教會狀況。 
1.2 老而彌堅之「來獻呈」：  

除了聖經學習，我們也藉詩歌，深化及表達信仰、藉報佳音接觸 
社群。為此我們每月一次練詩，在技巧與心志作美好的準備。 

1.3 老而彌堅之「愛接觸」： 
松柏區在過去一年可算是動靜兼備，不論在主日或在周間， 
各有不同接觸： 
1.3.1 崇拜後相交時段：除了恆常的信仰裝備、詩歌頌唱及相交 

禱告等環節，也會因應當下機會，老友記認識宣教需要， 
擴展視野，擴闊他們的心靈空間。 

1.3.2 餐聚與特別活動：由歲首到年終，先後安排“新春團拜餐 
聚”、“澳門一天遊”、“馬灣半天遊”、“三代同堂迎 
冬至聚餐暨護養院報佳音”等聚會，不單為老友記簡單的 
生活中多添姿趣，也能接觸一些未信主或未有參與恆常聚 
會的老友記，感謝主讓我們如此去愛。 

1.3.3 探訪小隊相交活動：過去一年，我們進一步嘗試以探訪小 
隊形式關懷接觸不同長者，按小隊成員時間與探訪對象的 
需要，以家訪、品茗、郊遊，甚至合組相聚形式進行。 

          在愛的接觸下，先播種再收割，甚至栽培牧養，預備領洗， 
感謝天父給我們學習之旅。 

1.4 老而彌堅之「同仰望」： 
    感謝天父，過去一年松柏區老友記健康狀態不俗，讓我們度過 
    了頗為平靜安穩的一年。帶著這份恩典，老友記也一起學習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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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人及事奉者的生活壓力禱告，適值下半年事件，老友記也有很 
    不一樣的觀點，讓我們學習雖有不同意見，但仍能同心為社會、 
    當權者、社群禱告。 
    老友記在人生階段多歷困苦難關，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我們神家 
    寶貝特別多，每次聽著他們關切之情的禱告，總是感動！感激！ 
    感恩！ 

2. 愛中同行 
2.1 愛的團隊、分擔同行： 

2.1.1 牧者與核心團隊：過去一年，核心事奉者紛紛面對不同張 
力，直接影響聚會及事奉上的參與；只是大家對老友記的 
心不變，在特別需要的時刻，天父定必為我們招聚及預備 
同行服事者。故 2019 年縱然人手似乎緊張，但卻能成功籌 
組不同特別活動，讓老友記甚至親友一同歡聚郊遊。 
在此特別欣賞唐沛弟兄與梁潔冰姊妹，過去一年，夫婦二 
人由外到內與潔明配搭服事，使眾老友記、事奉者、甚至 
家人，多方面得到關心與牧養。 

2.1.2 輪椅隊：輪椅隊成立之初，主要接送居住在教會附近，需 
要輪椅輔助出入的會眾；開始時只有三至四位肢體恆常參 
與輪值，只是因應不同需要，部分事奉者退下，只是在有 
人退下時，天父又為我們作招聚，使我們不單能維持服事， 
甚至有開拓服事層面的考慮空間。 
過去一年，輪椅隊在松柏區安排的節慶及特別活動尤其觸 
目，更準確是感動人心。記得馬灣半天遊，4位輪椅老友 
記分別乘搭輪椅的士出發，加上一部後備輪椅同行；全程 
5 部輛椅，過程倍添溫馨；12 月與閃組合組的迎冬至午 
餐，六圍酒席各有一位輪椅使用者。使我們是次活動不單 
牧區上有兒童、成人、長者；還有動能上的“快跑”、“慢 
行”、“坐定定”不一樣的三代同行。雖然在一些日子， 
如堂慶、春節等日子，人手上會略為緊張，或安排上 
有困難，但感謝天父的感動，卻為我們預備其他肢體“頂 
住上”又或招聚家人出席同行，使老友記可以在更少 
阻隔下與眾同歡，老友同行。正因為堂慶日及後來一些聚 
會的需要，輪椅隊再添三位成員。感謝天父讓我們一起見 
證，當事奉者憑感動籌組活動，或回應需要，天父必有預 
備。輪椅隊得以配合特別活動的需要，當日接送回教 
會。 

2.1.3 探訪隊：去年，唐沛的弟兄探訪隊、冰姨忙裡偷閒的假期 
出擊探訪、潔明邀約的分區或特別關懷探訪，三線同行， 
分別關心不同肢體，並可接觸到的對象。在弟兄隊的飲 
茶、郊遊與信仰分享三寶鬆土下，感謝主，在一天兩次探 
訪中，帶領兩位長者決志信主。除了關心探訪，弟兄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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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也因應初信長者需要，嘗試在部分探訪中引入初信栽培 
，希望幫助堅固老友記所信並屬靈生命。縱然長者在體力 
與理解上各有限制，有堅固也會動搖。但看到他們由抗 
拒到開放，以致堅信，對我們來說已是激勵。 

2.1.4 支援隊：感謝天父預備，在不同階段為我們預備協助場地 
及茶水，或活動與愛筵中照顧體弱長者的服事者。當中有 
青年人、成年區姊妹、松柏區內較健壯的弟兄姊妹。讓不 
同年齡肢體也能各按恩賜與負擔，同心服事，關愛同行。 

2.2「老友記的老友記」： 
2019 年初與喜樂組開心合組，吃得豐富也增進兩個群體之間認識 
；年底與閃組合組，在餐宴中同迎冬至，再同行到鄰近護養院報 
佳音。每次相聚，老友記所享受的不只桌上美食，還有相聚的歡 
愉，使他們對神家群體多添認識與連結。 

2.3 事奉中同行： 
因著各人面對不同需要，投入或參與度各有不同，但我們仍珍惜 
彼此同行關係，2019 年曾兩度安排事奉者交流聚會，希望藉此互 
相打氣，同行記念。因應下半年社會環境所限，難以安排。既然 
同行始於關愛，將原有的團契交流觀念轉為餐聚交流，網絡或約 
談關心，好使我們能同心服事也能愛中同行。 

 
乙.新展望： 

 憑信心與指望突破限制，願神家寶貝多得關愛，生命祝福群體！ 
願會眾家中寶貝同享主愛情誼。 

1.老而彌堅—同靈修、學主道；同獻呈、多守望；齊展步，開眼界； 
新一年期望眾老友記身心靈同得堅壯，家人同被祝福。 

2.伴老同行—邀請肢體，特別小組「伴老同行」，藉陪同參與聚會或探訪， 
關愛長者，讓老友記更多老友記。 

 
丙.邀請大家回應： 

1.加入支援行列： 
    輪椅同行：邀請願意以愛同行的肢體，加入成為同行者，恆常或按需 

     要陪伴一些需要相伴同行、或需要輪椅代步的老友記，往 
     返聚會點，輕鬆參與本會聚會活動。 

         此外，鼓勵駕車肢體主動聯絡我們，成為儲備愛心車手， 
       因應活動需要，接載長者出入，有意者可聯絡唐沛弟兄。 

2.老友同行：成為老友記的老友記：邀請個人或小組考慮在新一年中與 
     松柏區安排合組聚會，又或與我們一起籌備特別節慶活動 
     ，藉以在相聚中增進認識、禱告守望。或許這同行相聚， 
     能在未信親友心中播下福音種子，有意者可聯絡鍾姑娘。 

3.歡迎大家：歡迎肢體加入我們的事奉行列，以愛伴老同行；更歡迎肢 
     體或家人加入松柏區，在近齡群體中同學真理，守望互愛， 
     無悔樂晚年。有意者可聯絡鍾姑娘或梁潔冰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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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小組事工      成年事工      周志豪牧師 
 
區牧：周志豪牧師                             執事代表：周文偉執事 
 
  成年弟兄姊妹是教會的中堅與樑柱，在家庭與工作責任上又是肩負長者
與晚輩服事角色的人生關鍵時期。我們為教會的成年信徒，在過去一年的成
長、擔當和事奉，向神獻上感恩。 

 
1. 成立新組： 

  秉承上一年的成年事工報告，「經常參與聚會而未入組的約有 20 人 
。如何建立小組生活，又如何吸納新朋友或為新朋友提供小組安排，以 
促進群體的牧養，都是本區牧者一直關注的事項。」因此，於 2019 年之 
始，進行籌劃，1月 13 日向 18 人發出新組邀約，2月 3 日之新組講解交 
流之後，2 月 17 日成立新組「埋身組」。半年後累積出席名單為 14 人， 
穩定組員平均 8人。 

 
2. 加強聯繫： 

  如引言所述，成年信徒的生活與信仰操練，相對比長者和青少年甚 
至兒童，有人生諸多的壓力，牧養的挑戰在於牧師的帶動、組長的創新 
力和新契機的掌握。去年，我們勉勵各組推選副組長，以求加強組長的 
責任分擔和凝聚力的提升。但各組成長的狀況不一，仍待新的突破。在 
增進聯繫的需要加強，所以新年開始，開闢社交媒體之「組長(副組長) 
群組」，增強隨時溝通，冀望培育更多分享和互動。首階段使用的應用程 
式為 Whatsapp，主若許可將來還可嘗試新而適用的媒介。脫離安舒區奔 
向更廣領域，仍是我們的挑戰。 
 

3. 兩項活動： 
長線活動：為了充實小組信仰成長，又逢下半年「社會運動」的衝擊， 
     牧區主動推介靈修著作《心靈愛語：經苦痛、歷自由》(盧雲 
     著)，有近 30 位組員選取閱讀此書。 
短線活動：至於野外相交，提供成年信徒的跨組認識與紓解身心壓力， 
     今年舉辦了戶外燒烤活動，10 月 19 日於西貢北潭涌度假營 
     的半日遊，有 43 人(包括兒童)參加。實屬近年來大家難得的 
     一次跨越組別的相交回憶。不同組別自發性的互助活動，亦 
     屬成年信徒的成長特色，則不在此贅述。 

 
4. 探訪關懷： 

  藉文字的媒介關顧不能取代實際會面的相交和互勉。作為牧者，除 
了在真理教導層面與信徒領袖配搭和帶領教會，個別弟兄姊妹的探訪關 
懷是主要牧養之一。根據去年至今年 1 月 9日的每月事工報告記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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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約談、牧養約談和探訪全年共累積 139 次。成年人在忙碌的工作和 
家庭責任中，個別信徒之間的關懷也是有待加強的牧區領域。 
 

5. 基本統計： 
  依照過往報告以今年和去年的對照參考：成年區入組總人數共 104 
人(去年 92 人)；經常出席主日聚會的人數 82 人(去年 68 人)；小組全年 
平均出席人數約 49 人(去年 38 人)，出席率為 47%(去年 41%)；未入組 
而經常聚會的成年人約為 12 人(去年 20 人)。以上人數的統計，都反映 
了上升趨勢，也因增加了一個新組而提升。另一方面，經常聚會的成年 
肢體中，參與奉獻的人數較去年增加，以 6個月及以上來計算，人數為 
91 人(去年 87 人)，整體奉獻佔教會總收入的比率為 85%(去年 86%)，加 
上年度事奉人員名單中佔半數的參與者，本區仍為建立教會的骨幹核心 
，其信仰健康與恩賜動員，影響著教會的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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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小組事工      青少年事工     麥文洵傳道 
 
區牧：麥文洵傳道                             執事代表：朱曼瑱執事 
 

青少年區是一個以小組為本去建立基督門徒的群體 
 

原生小組 
現有 13 個原生小組(2019 年加了神話組，減了 
喜力組)，年齡由初中至職青。去年名單組員共 
109 人(中學 32 人、大專 29 人、職青 48 人)， 
每月平均 70.3 人出席，較 2018 年的 79.5 人下 
降了 11%，主要原因為組員升學或就業、事奉 
者忙碌及社會運動等因素。原生小組強調小組生 
活，在小組聚會及日常關係裡，彼此守望成長。 

 

 

小組事奉者 
組長是導師和牧人；不只要辦好小組聚會，更是屬靈父母 
去年共 24 名事奉者(4 名 Captain、4 名實組、16 名組長) 
藉年度組長營 30/6-1/7 及定期組長組，推動牧區異象： 
1 認真對待神的道—第一周崇拜，崇前預習及崇後討論 
2 探索分齡的牧養—第三周團聚，中學、大專、職青 

 
 

2019 年的牧區活動 
凝聚各小組(Cell)有牧區(Congregation)觀念

的活動，有時於週六崇拜(Celebration)中進行 

 
 

日期 

2019 年有青少年參與的外展 
小組為本參與：組長按組員恩賜推動，若有組

員回應全組一起守望支持 

週六崇拜:第一周崇前預習 
分齡團聚:第三周中學,大專團聚 

全年 
校園宣教士(周五)、FED(周一) 
福音隊:少數族裔,街佈,興趣班 

中學團聚 
19/1 規規矩矩、16/2 賀年祝福 
16/3 個人形象、13/4 逾越體驗 
18/5 心理準測、29/6super park 
 
大專團聚 
19/1 異象分享、16/2 共冶一爐 
18/5 逆流大叔、15/6 同心祈禱 
21/9Running Man、19/10 默劇 
 
其他 
24/2, 29/9—三堂敬拜隊聚會 
29/11-1/12 大專,職青營(執生) 

單次 
活動 

短宣 
4-8/7—學校義工隊(桂林) 
21/7起—CCMN短宣(菲律賓,孟加 
        拉,柬埔寨,斯里蘭卡) 
26-28/7—H 地區培訓(一) 
27-29/12—H 地區培訓(二) 
 
校福 
30-31/8—中一迎新營 
11 月起逢周三—中一啟發課程 
 
社區 
21/12—聖誕祝福社區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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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小組事工      兒童事工      鍾潔明姑娘 

 
區牧：鍾潔明姑娘                             執事代表：黃滿嫦執事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 
 
甲.2019 年目標與行動計劃： 

1. 兒不兒戲—藉敬拜、聖經學習與遊戲培育兒童靈命 
2. 兒家同行—藉家長小組、聯誼活動連結家庭，增進互愛情誼 
3. 同得裝備—裝備新進事奉者，強化事奉團隊 

 
乙.回顧過去： 

1. 孩子「愈大愈可愛」 
    1.1 愛與你一起：感謝神，兒童區在過去一年，接待了二十多個家庭， 
        穩定參與聚會的孩子共約十六人，約十二個家庭。當中有自小 
        在教會成長，亦有近年隨認識的家庭加入。還記得 2017 年，兒 
        童區以會友子弟為主，即或偶有新來賓出席，也難以融合而未 
        能持久留下。感謝主，隨著孩子成長，並家長及老師共同的鼓 
        勵引導，看到孩子們更開放接納新朋友的參與，甚至更主動接 
        待。為此感恩！ 
        因應學校的默測考要求，並課外活動或節令家庭旅行，加上孩 
        子或家人健康等因素，兒童區的出席情況可以有頗多升跌。只 
        是，天父愛孩子，也激勵我們，不少次數，當思念個別久未有 
        見面的孩子時，天父也多次再帶他們回來。每次看到孩子們興 
        奮走進教會，走到友伴當中，樂此不疲的說、笑、玩、甚至彼 
        此照顧；為孩子在神家中得友伴同行，一同成長，真的滿懷感 
        恩！甚願孩子蒙神與人所愛的心，繼續一同增長。 
    1.2 愛聽神的話：兒童區分為幼兒主日學，新天地~初小組，新天地 
        高小組。每逢教會父母親節、復活節、臨近聖誕主日；並堂慶、 
        第 5 主日或特別聯合主日，均會有兒童區合組活動。此外，新 
        天地也恆常於第一主日合組學習。為了讓兒童自小得以有系統 
        學習神的道，整體課程由區牧鍾姑娘訂定各季度主題並分題方 
        向。 
        為了更適切兒童的屬靈根基與學習模式，新天地初小組並第一 
        周合組安排，由周青水老師就季度方向設計。黎譞忻老師繼續 
        每月一次為初小安排祈禱學習。高小組則主要參考宗教教育中 
        心課程，導師靈活編排教學活動。幼兒組由鍾潔明姑娘編排及 
        設計教學方案，導師們分擔教授。在我們滿有創意的事奉者帶 
        領下，看到幼兒到高小孩子均投入參與各項學習活動，並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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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問作出回應，反映出天父的話語並作為不單已留在他們心中 
        ，還得蒙天父厚愛，賜老師教導恩賜，賜孩子受教並愛慕神話 
        語的心。願天父的話語成為孩子腳前的燈，路上的光，一生緊 
        隨神心意前行。 
    1.3 樂分擔愛服事：初小組有值日生制度，偶然也會出現當值者缺席 
        的情況，感恩孩子們都樂意互補分擔。看著孩子們熟練或不熟 
        練的在掃地，幫忙取放物資。高小哥哥姐姐特別熱愛照顧孩子， 
        感謝天父賜孩子愛服事的心。為此，過去一年，除了極少數未 
        能穩定出席，或性格上較被動的孩子，大部分小學組兒童，均 
        有參與小助教、值日生、照顧孩子等不同服事。生命互相激勵， 
        記得在事奉人員授章禮後，一位平常較被動的男孩告訴媽媽， 
        他以後要早些回教會幫忙；最近一次聚會中，我跟他說，你新 
    一年想服事，幫我照顧天藍呀！他隨即回應：係喎！接著，他 
        倆彷如一對兄弟，齊玩齊笑，天藍得哥哥照顧，也特別開心及 
        投入！ 
      感謝天父賜孩子樂分擔愛服事的心，願他們服事的心也不斷增 
        長，在家成為爸媽好幫手，在神家成為弟弟妹妹好榜樣，在學 
        校與社群活出“我們愛，因為神先愛”這美好的蒙福教導。 
   
2. 「兒家」新氣象－ 
    2.1「崇後」樂趣多：感謝天父將孩子帶到我們當中，孩子開心投入 
        聚會，也造就更多家長得以參與成人小組與培育課程。感謝天 
        父為我們預備不同恩賜的崇拜後活動導師，有重紀律又得孩子 
        喜歡的灰熊哥哥、有動靜皆宜的夫妻檔導師 Ken 及阿雪、還有 
        手工及廚藝都了得的慧雯老師、並萬能配搭得宜的均洛、嘉嘉 
        、邱邱、德森與潔明導師。在各導師並家長的協助分擔下，崇 
        拜後活動更添樂趣。 
        過去一年崇拜後引入：合組時間，由主領導師安排活動，孩子一 
        同參與，合組時間結束後才可以在指定範圍自由活動，藉以鼓 
        勵兒童得以在體能及社交上同得均衡發展。再次感謝天父賜導 
        師互動趣味的預備，並孩子受教服從的心，願孩子生命更添樂 
        趣，更顯豐盛。 
    2.2「兒家」同學習：在神美好的預備下，2019 年 9 月順利開辦第一 
        屆「正面管教家長工作坊」並於 11 月 24 日完成第 5堂課。當 
        中 13 位參加者完成 3堂或以上課堂，7位全部出席，欣賞各位 
        課堂內外的投入。感謝黃玉華講師的用心教導，王慧雯及劉嘉 
        嘉姊妹在多次課堂中照顧兒童，讓家長得以安心學習。課堂結 
        束後也隨即舉行結業及感恩茶聚，家長看到孩子為他們製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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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物並茶點，洋溢喜悅滿足之情。是次工作坊以育兒為命題， 
        凝聚近二十位信徒並未信家長一同學習，突破了恆常單為信徒 
        而設的培育課程，課程期間，一位家長信主，兩位家長開放認 
        識信仰。 
      第一屆「正面管教」課堂雖然完結，我們不單只期待新一輪學習， 
        更盼望課堂中所學刻印在參與者心中，願孩子得以在尊重與接 
        納中成長，像我們也因父的接納得蒙赦罪接納。願家長與兒童 
        事奉者在教養這艱鉅任務中得力，在育兒路上互助同行成長。 
 
3. 兒童敬拜與聯合崇拜－ 
    3.1 童來敬拜：為了幫助孩子投入，並明白當中部分重要主題，敬拜 
        前會先安排熱身遊戲，再進行合組敬拜；崇拜後同來奉獻。奉 
        獻後因應需要報告、溫馨提示、激勵打氣，才開始分組聖經學 
        習。2017-2018 年主力由青水老師帶領合組敬拜，感謝天父的預 
        備，感動美英老師加入敬拜服事。兩位老師風格雖然截然不同， 
        但同有愛孩子、愛敬拜之心，讓孩子得以更投入參與。過去更 
    大突破，相信是引入兒童協助領唱，這不單讓孩子一同參與不 
        同服事，也看到對其他孩子產生激勵作用，更多孩子，包括一 
        些較易害羞的孩子，也較樂意一同唱頌。感謝天父的智慧引導， 
        感謝天父激勵人心。  
      分組轉變期間，也有部分孩子感到不適應，感恩，天父讓我們 
        在信任下有美好的交流，讓我們不單聽到孩子的聲音，也學習 
        與他們一起面對轉變。為了讓青水老師也能有歇下來敬拜或跟 
        進其他事務的時間，在去年底，由潔明老師安排第 4主日及第 
        5 主日敬拜環節，藉以分擔，也希望能逐步建立新一代的敬拜者 
        。或許這是很遠的將來才能成就，但願我們繼續憑信心等，更 
        願天父引導我們看到祂為我們預備的敬拜者。 
    3.2「兒家」放暑期：暑假對孩子、對家長、對教會都是一個大日子。 
        兒童區在 7 月一連 5個主日舉辦暑期聖經學習之旅，8月份以不 
        同形式活動重溫，既可加深對所學的認識，也可以讓期間外遊 
        缺席的孩子，得以學習。因著人手上的需要，暑期學習之旅， 
        潔明與各新天地導師全程投入教授小學組；幼兒組導師用心照 
        顧及引導多名幼齡兒童，令新參與的家長更有動力繼續帶孩子 
        回來參與，感謝天父給我們美好的配搭。 
      這年的暑假，不單保持一次家庭戶外活動，大伙兒在先雨後晴的 
        天氣下玩樂，並有給青水老師的愛心西瓜慶祝生日，還有不可 
        以少的玩水活動。在暑假學習玩樂中，這一年，潔明老師在小 
        學組手工環節引入雙助教服事，每組 2名孩子事前製作小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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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幼稚級手工樣版，並於當值日為小學組預備材料、及教導示 
        範。這不單讓孩子從中學習配搭服事，並服事的態度。更寶貴 
        是在事前，引導孩子預備時，得以與孩子自然交流，從而進深 
        認識孩子並與家人的關係。喜見孩子十分重視此“教手工”的 
        機會，感恩看到孩子的認真與進步。希望今天的小助教，將來 
        成為美好的服事者；今年的輕鬆暑期小助教服事，也造就孩子 
        樂於分享生命，信任讓人同行。願我們得以成為孩子的好師傅 
        ，成長了的孩子也同樣成為其他人的同行者，好師傅。 
 
4. 外展新氣象－ 
    過去一年，因著兒區的恆常服事、暑期活動、正面管教家長工作坊， 
    我們接觸到新加入兒童區的孩子，更接觸到未信主的家長。當中 2 
    名家長決志，雖然受不同因素影響，家長難以持續帶兒童參與聚會， 
    但深信，救恩的福樂已深藏初信主的母親，並孩子的心中。願未來 
    日子，兒童區得以在成為建立孩子成長、與家長同行、分享信仰的 
    三合一美好平台。 
 

丙.展望： 
1. 兒不兒戲—藉敬拜、聖經學習、遊戲培育、與事奉建立兒童靈命 
2. 家愛同行—藉家長工作坊、家庭聯誼活動，連結家庭，增進互愛情誼 
3. 同作準備—孩子成長了，老師先準備；為可見的轉變，先為調配作準 
             備 
 

邀請大家回應： 
－為老師與家長祈禱：願我們大得愛心、信心、耐性與智慧，引導孩子。 
－為未信家長祈禱：願孩子成為父母的小天使，引領家人同得救贖恩典。 
－為個人事奉與恩賜祈禱：讓我們各人滿有從上而來的信心與召命，回應天 
  父的呼召，並在祂的引領與加力下，同作童路人，與孩童一起走主道， 
  同成長。 
 

 

 

 

 

 

 

 

 

 

13 



部門事工       敬拜部       周志豪牧師 

 
部長：周志豪牧師                              執事代表：鍾靜思執事 
 
教會的命脈和心跳功能在敬拜時刻。以下是幾項重點報告： 
 
一，心臟部門 
    信徒主日在聖殿裡的敬拜，是基督徒群體的核心聚會，也是最多弟 
  兄姊妹參與事奉的主要活動。週六崇拜和主日崇拜也反映整個教會的信 
  仰面貎與屬靈健康。根據去年崇拜聚會的出席統計，人數上基本維持穩 
  定，今年主日平均聚會數字是 122 人(去年 121 人)，周六崇拜聚會為 
  41 人(去年 43 人)。我們留意到過去十年，崇拜人數有逐漸下降和會眾 
  成年化(週六)及老化(主日)的現象。背後雖有多方面因素，但以長遠 
    持續的努力定可以有所改善。 
 
二，詩歌敬拜 
    循去年的建議，今年在崇拜中的詩歌敬拜時段，增添伴唱的參與。 
  雖然多了協調和預備功夫，但頌讚的精神和整體性卻加強了。至於敬拜 
  隊的參與仍循過往的常例。整體而言，詩歌選材的現代感與流行性較 
  強，跨出地域和時間性的古典詩歌比較缺乏，但感恩的是詩班的事奉平 
  衡了這方面的不足。如何能帶出全會眾皆熟唱而共鳴的詩歌，仍是多元 
  生活的挑戰。 
     
三，創新崇拜和傳統敬拜 
    受苦節特別聚會，嘗試提前一日於 4 月 18 日星期四晚，傳統的基 
  督洗足日舉行，主題：「看哪！神的羔羊」，特邀影像敬拜師(projectionist) 
  以光影圖像呈現基督受苦的信息。該晚有 70 位信徒一齊默想基督耶穌 
  的受苦和恩典，並吸引非本會信徒一齊敬拜，可見新穎形式的嘗試，帶 
  來新的機會和學習。另一方面，去年復活節崇拜有 7 位弟兄姊妹受洗加 
  入教會，包括四位是青少年和三位成年信徒。轉會的信徒有二位，我們 
  也為新加入教會的肢體能穩定成長代禱。復活節出席人數為 178 人；而 
    另一特別聚會堂慶崇拜則為 215 人出席。 
 
四，關鍵努力 
    年度主題「燃點佈道熱誠」，與全體會友實踐的是福音主日的推動 

 是主要的努力。去年 5 月 12 日至 6 月 16 日，母親節至父親節的六個連 
 續主日以〈綠洲行動〉做總動員佈道。除了邀約的兩個音樂機構，並邀 
 請見證嘉賓鼓勵會友帶朋友聚會。據出席統計 5月份和 6月份的崇拜平 
 均人數為 129 人次，是全年最高出席的兩個月；登記新朋友為 9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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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累積新朋友為 27 人，算入未留姓名之嘉賓則達 30 多人。為弟兄姊妹 
 努力領人歸主感恩，也求主使搶救靈魂的事奉結出果實。會後檢討，教 
 會仍要堅持以連續性的福音主日，激勵會眾齊心努力。初次會有不足， 
 但我們相信在多加努力後，整體「動員佈道」的配套和裝備定能完善。 

  
五，月禱會 
    每月第三主日崇拜之前的月禱會和崇拜中的公禱時間，皆是鼓勵弟 
  兄姊妹為教會的成長一齊仰望的時間。除了三位同工輪流帶領月禱會的 
  45 分鐘(8:45-9:30)，下半年在崇拜中的公禱也邀請小組代表帶領會眾 
  獻上禱告。每月禱告主題請參「2019 年大事回顧」。 
      由於社會運動的衝擊，六月份增加特別祈禱會三次。綜觀出席者， 
  仍為平均 12 人，也正是一般觀察之崇拜人數的十分之一。我們不冀望 
  異於常態之人數突破，卻鼓勵會眾將祈禱和代禱善用於日常各類聚集中 
  ，以優化而分散的精神，在禱告生活上有豐富的體驗。 
 
 
 
 
 
 
 
 
 
 
 
 
 
 
 
 
 
 
 
 
 
 
 
 
 
 
 

15 



部門事工       關顧部       鍾潔明姑娘 

 
部長：鍾潔明姑娘                           執事代表：趙建明執事 
 
不變基礎：「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翰一書 4:19 
不斷學習：只願我們因愛走出去，叫人因愛到主前。 
 
我們願意：在服事中一同仰望與見證聖靈的感動與同工。 
1. 愛守望—藉祈禱守望肢體、神家與社群，禱告中同証神恩大能。 
2. 愛關心—藉接待探訪、茶座愛筵、聯誼活動；接觸未信親友，播下福音 
           種子。 
3. 愛鄰舍—藉探訪會眾親友、院舍長者、社區、學習愛鄰舍。 
4. 愛出面—多看一眼、多問一句，多走一步，藉問候認識、關心身邊人， 
           真摰活出愛。 
 
我們如此學習、同行成長： 
1. 祈禱同行小組： 
   由最初成立至今，群組內共 36 位成員，大家持續透過電話網絡群組 
   收取代禱信息，在私禱中守望。此外，同工執事並部分不便加入群組的 
   肢體，也一起藉禱告關心神家，守護社群。 

    在禱告中，我們認識到不同肢體的重擔，也見證到神預備的豐富恩 
典。因著禱告，不單將代禱者連結起來，更將我們與天父所愛的眾兒女 
們連繫起來，使我們縱然素未謀面，因著短短禱文，我們知道在一個角 
落，有人需要被扶持守望，也叫那難關中的朋友知道，有人與他同行。 
    我們同為肢體，性格、恩賜、信心經歷與表現也有不同。去年面對 
社會需要，實在是給代禱者的重大考驗。這些日子，我們體會到人的軟 
弱，也有不知如何禱告，不懂表達內心複雜感受的時候，也要面對我們 
之間的不同。感謝主！容許我們之間有不同！更感謝主，我們更珍惜這 
同行服事的學習旅程。 
  因為我們知道：禱告是天父給我們的權柄，守望是神家兒女當有的 
責任！ 

       同時我們確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縱然有不同原因攔阻 
   大家相聚探望，但也阻不了神的臨在與工作，祂要與人同在， 
   也要成為人的幫助。 

 
2. 關心探訪： 
   因應松柏區事奉者在探訪服事中的同行，加上部分年長會友安息主 

懷，或陸續轉入鄰近教會的院舍，適值輪椅隊配搭服事，讓更多院舍長 
者更多機會參與崇拜聚會，院舍探訪及施餐之需要也相對減少。縱然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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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院舍探訪的時間減少，去年重病關懷、喪親善別、心靈關顧的需要卻 
相對增加。 

   此外，去年繼續嘗試關心肢體的親友，當中有健康原故或照顧家庭 
   需要未能參與聚會，亦有未信主，但接受關心的家人。在關懷探望中， 
   雖然未能分擔到肢體在照顧上的擔子，但卻看到，當我們更認識到他們 
   的家庭需要，並願意多一點關心慰問，已可以稍稍為肢體打氣，甚至播 
   下了福音種子。 
 
3. 茶座餐宴： 
   提到關顧部，相信必定想起始於荔景校舍時代開始的「茗恩茶座」， 

近幾年，關顧部開始在新春、父母親節、事奉人員授章禮等特別日子安 
排慶祝或答謝茶聚；聖誕前及第五主日安排愛筵聚會，希望藉不同接待 
方式，建立共聚交誼，愛心服事的空間。 

   感謝神，在 2019 年初的招募，為我們在關顧部核心團隊外招聚幾位 
「愛筵大使」，積極給予意見及具體幫助，使我們在有限的場地、設備、 
資源下，得以安排更多元化、又溫馨、兼適切不同年齡會眾需要、更少 
浪費的茶聚餐宴。 

     去年，茶聚愛筵也開始更多配合牧區服事，既有鼓勵會眾邀請未信 
親友出席或重聚，在迎聖誕茶聚前安排祝福點唱，倍添溫馨。 

 
4. 愛祝福： 
   賀年揮春、生日小咭片、父母親節禮物、月曆日曆迎新年、迎新禮 

物……去年的每份禮物，看來只是普通的掛飾與小家品，甚至只是一張 
不顯眼的小咭片，只是預備過程，也遇到不少困難，甚至需要臨急應變， 
但感謝天父爸爸的預備，最終仍一一送出。願每份小禮物均成為輸送祝 
福的管道。「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感謝天父設下時令為記號，讓我們 
在不同時刻記得有你，不忘去以愛送上祝福。 

     
新一年， 
  願我們在服事中一同仰望與見證聖靈的感動與同工。 
  一起在群體中「體會愛」，「活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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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事工       培育部       麥文洵傳道 

 
部長：麥文洵傳道                           執事代表：葉偉民執事 
 
2019 年開辦/協辦之季度培育課程 
季 系列 課程 導師 畢業 合共 

1-3 
月 

基礎課程 浸禮班 教牧同工 7 

33 
年度主題 認識神的召命 陳庭芝 9 

新約書卷 獨排眾議的基督—作主門徒應有的價值觀 張樂怡 12 

優靈二段 耶穌生平 周青水 5 

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查經—歌羅西書 中國神學研究院 20  

4-6 
月 

基礎課程 新生命新生活 教牧同工 7 

23 年度主題 重尋真我的召命人生 麥文洵 9 

舊約書卷 回歸後的先知—復興與盼望 鍾國英 7 

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查經—傳道書 中國神學研究院 24  

9-11 
月 

舊約書卷 超越障礙的召命人生 李慶宏 13 
21 

新約書卷 五經人物—信徒如何面對逆境人生？ 麥文洵,陳庭芝 8 

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查經—十二先知(上) 中國神學研究院 23  
 
2019 年舉辦之特別活動 
日期 活動 內容 

10/3 培育報告 介紹培育系統、多謝培育導師、派發培育檔案及頒獎 
4/8 專題講座 「利未記」，邀請高銘謙博士主講，本會 33 人參與 

1/12 專題講座 
「召命—效法基督，作主門徒」，由本會麥文洵傳道及
李慶宏弟兄主講，羅志成牧師回應 ，共 23 人參與 

4 季 書攤 每季一次於堂後展示不同類別的圖書館藏書 
 
評估及展望 
  2019 年培育部舉辦了 9 個季度課程，總畢業人次 77 人，平均每季 26
人，佔崇拜人數約 20%；而本會協辦的生命之道查經，平均每季 22 人參與；
另外，去年本會第五度轉播 1-10/8 的港九培靈研經大會。 
  未來一年，培育部除繼續開辦季度課程及協辦生命之道查經外，亦會配
合教會年題，增設 3-4 個「靈命操練活動/講座」；下半年，亦將舉行一系列
「踐行和諧家庭」的課程/活動；另為配合 90 周年，9-11 月期間將開設「香
港教會史」專題講座及相關配套活動。 
  此外，培育部將於今年更有策略地推動會眾參與教會舉辦的培育課程，
這包括邀請導師於崇拜中介紹課程、視像短片網絡宣傳、更明顯的開班提
示、上載筆記於教會網頁等等；再加上「全教會靈修運動」的推動，我們期
望，教會能有更多肢體投入培育，學習聖經，生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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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事工       宣教部       麥文洵傳道 
 
部長：麥文洵傳道                           執事代表：陳詠詩執事 
 
 宣教部的角色是作為教會一個「宣教事奉的平台」，其主要功能是： 
1) 宣教部代表教會，認識及連繫本會或本會肢體在不同範疇的宣教工作。 
2) 不同範疇的宣教事工，也能因此認識及連繫教會和宣教部，達致合一。 
3) 配合教會，開拓宣教平台，或回應信徒的宣教呼召，提供意見及資源。 

基於上述定位及引申功能，宣教部於 2019 年組織及發展的事工有： 
 

本地福音見証工作 
鄰舍
見證 

通函教會單張—5 月綠州行動宣傳、12 月年曆咭，通函郵寄附近屋苑。 
綠州行動—12/5-16/6 一連六周主崇佈道會，讓新朋友認識基督。 

社區
服事 

通州街派飯—每月第三週三承包派飯前體操、領詩及信息，服事街坊。 
福音隊—1)網店上街派零食(邀約對象參加在教會的重聚及傳福音) 
 2)少數族裔服事(周五晚做手工學中文、11 月開設毽球興趣班) 
 3)興趣班(現以網上形式召募，在教會舉行曲奇、蛋糕或書法班) 
 4)突發需要服事；宣教部以合作關係跟福音隊配搭服事，提供資源 

 
海外差傳工作 

認領
工場 

S 地區—25/5 探訪當地工廠、14/12 參與工廠喬遷之喜(去年因社會運
動取消了開往水深處)，探索今年組織義工隊到工廠有其他服事。 

H 地區—1)支持當地神學生梁聖峰弟兄全年學費及實習費；2)組織兩
次培訓團(26-28/7, 27-29/12)，到當地教會進行音樂及佈道培訓，
刺激教會到周邊地區開荒服事。 

E 地區—1 月林傳道於兩堂崇拜分享當地學福事工的需要，本會代轉
奉獻以支持當地事工。探索增加每年到當地服事的次數。 

泰南—繼續支持 Winnie 宣教士於當地的穆宣工作，16-21/6 牧者與其
父母探望Winnie新服事點P城，而12月短宣因報名人數不足取消。 

短宣
活動 

暑期短宣—5 人參加 CCMN 菲律賓、孟加拉、柬埔寨及斯里蘭卡短宣。
(21/7 出發)。同期亦有中聖書院桂林義工隊(4-8/7)及 H 地區培訓
團(26-28/7)。上述短宣參與者於 8 月在兩堂崇拜中分享見證。 

其他—梁浩楹 6-20/3 隨 Eternity 到紐西蘭辦音樂會，24/3 分享見證 
 麥傳道於 12/3-6/5 到西印工場宣教實習，19/5 分享見證 
 陳詠詩於 17-22/4 隨學園傳道會參與台灣默劇短宣，28/4 分享見證 
 巫蓓雲於 5-18/11 到馬達加斯加短宣，12/1 分享見證 

差傳
教育 

宣教月—介紹本會支持中的宣教事工，讓會眾認識工場並奉獻回應。 
宣紙—由三堂肢體編輯及於三堂派發，今年共出版三期，每期主題：
2 月「在那裡傳福音」、6 月「準備好飛未」、10 月「三堂逆流人」。 

宣教團契—凝聚三堂宣教有心人，於 9/6 在大埔堂舉行第一次聚會，
藉以支持各堂的準宣教士，共享堂會的宣教資源。半年相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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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報       中聖書院       何敬賢校監 

 
一) 前言 
    2019 年 3 月教育局楊潤雄局長拜訪本校，與各持分者們有很 
    好的交流，同學們亦分享了對學校的感受。我們雖然資源有限，但仍然 
    抱著服侍基層家庭心志，讓學生有機會學習，尋找人生真正目標，將來 
    可以回饋社會，局長對我們的辦學態度，留下深刻印象。 

  中聖書院承傳中華聖潔會藉辦學傳福音的理念，其校訓為「愛望誠 
信尊己立群」，辦學理念為︰ 
1. 本著聖經的真理和原則，幫助學生成長，著重各方面均衡發展，建

立良好品格及增進學科知識，並為升學、就業作好準備。 
2. 引導學生認識基督教信仰，並透過基督徒老師的關懷及見證，使學

生體會基督的愛。 
3. 有教無類，願意協助有需要的學生，因材施教，培養學生獨立的思

考能力，充份發揮學生個別潛質。 
4. 培養學生道德操守、公民責任及國家意識。 

 
二) 2019--2022 學校重點發展 

  學校定下了三年的發展計劃，目標為︰正向．翱翔自主．閃亮 
  有關目標的發展，分作三大範疇，包括︰提升教職員「幸福感」； 
課堂内「正向自主學習」及課堂外「正向自主學習」。具體上建立正向 
的觀念、再在行事政策、措施並工作環境和設施上，就需要作出調整以 
配合工作；對學生方面，不論課堂內或外，以培養自主學習的動機，包 
括自主、關係、能力的自覺，讓學生們有更美的成長。 
  整體學習方面，中一至中六級均按中英文成績分班，初中分「一好 
兩平均」班別，中四至中六分「強、中、弱」班別。讓成績相若的學生 
集中在一班，中二至中六好班的英文科今年更分兩組上課，教師在安排 
課程及教學進度上，能配合學生的學習能力，以照顧學習差異。 
  在課堂發展上，今年轉用新時間表，每節課堂一小時，每天節數相 
對減少，使老師在每堂有更充裕時間授課及處理班務。 
 

三) 收生方面 
  今年全校共 502 位學生，中一共收 90 位新生，新收學生主要來自 
深水埗區 84.4%，其次是油尖旺區 4.4%，葵青區 3.3%，荃灣及離島區 
各 2.3%，其他 3.3%。 
  我們收錄學生之中，融合生(SEN)約佔全校學生 21%，因此學校加 
強這方面的發展。負責照顧這些學生的關顧組同工有 6位，3 位是新成 
員，各同工負責不同的發展範疇。由於新同事較多，校方會安排教育心 
理學家在組內為同工提供相關培訓。 
  學校 SEN 獲教育局撥款(學習支援津貼)，故本年重點發展本組之 
支援模式及計劃有效運用資源。關顧組同事亦安排了家長晚會，邀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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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撥款資格之學生家長出席以了解有關服務。我們還按 SEN 學生不 
同的發展需要，鼓勵他們突破自己的限制，例如︰七月有 10 位中五學 
生參加了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舉辦的「鼓掌。創你程計劃」活動，有 8 位 
學生完成 2 天工作實習活動，效果良好；另外上年度有三位學生獲 
YMCA 快樂「球」學計劃--海外氣球比賽選拔面試，其中一位獲選出線， 
並在暑假接受訓練及到台灣比賽，並取得「佳作獎」。我們還開拓外間 
資源，幫助有需要的同學，尋找自己成長空間。 

 
四) 教職員方面 

  對於新入職之教師及職員，學校行政委員會成員會協助他們適應本 
校工作環境，並加強老師與教職員之間的溝通。至於新任教師及副教師 
更有 Sunshine group，由校長及副校長定期帶領小組，分享交流、互 
相支持適應及傳承學校精神。目前整體教職員團隊的合作，和諧暢順， 
校長、副校長及學校行政委員等同事，作了很好的榜樣和努力，是我們 
欣賞的。 

 
五) 聘請校長方面 

  曹美娟校長於 2007 年 9 月入職，便要處理中聖書院從荔景搬遷回 
深水埗校址的複雜事務，還要重整教務及同工團隊，推廣校務，穩定收 
生人數，依據中華聖潔會辦學理念管理學校，曹校長的工作，深得校董 
會信任。現在曹校長計劃 2020 年 8 月底離職，法團校董會於 2019 年 9 
月 18 日籌組「校長遴選委員會」，開展招聘新校長程序，其後獲中華聖 
潔會及法團校董會確認委員會成員，包括︰辦學團體代表－李柏雄博士 
 (辦學團體教育顧問)、陳宗耀先生；辦學團體校董－何敬賢校監、卓 
偉強校董；法團校董會校董－黃玉華校董、曹美娟校長（非辦學團體校 
董），並由校監任主席，開始招聘工作。 

 
六) 維修、設施方面 

  去年開始安排三樓平台的防水工程，經過多次測試，今年 5月終於 
完工，盼望這工程使學校可以除去平台漏水的困擾，減少因滲水而來的 
損毀，讓學校舊校舍結構，可以得到適切的保護。 
  這年社會動盪，不少公共設施受到破壞，中聖書院的校舍保安，十 
分脆弱，正門向街只是玻璃門一對，因此學校在正門外加設鐵門，增加 
校舍的保安能力。 

 
七) 財務方面 

  我們是一間直資學校，位於深水埗，屬於基層社區，一般學生背景， 
家庭經濟並不富裕，因此我們所收取的學費，很大比例會以助學金形式 
，資助有需要的學生，讓需要被關心的同學，不會因經濟拮据而失去就 
學的機會。至於教育局近年對學校撥款有所增加，我們會小心運用，讓 
資源用於學生好處之上，幫助他們生命有更闊的開拓空間，另一方面， 
我們亦小心衡量收支預算，使學校有良好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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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報       靈風中學       陳寶安校監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創校二十一年，得蒙上帝恩典，在大埔帶領學生認
識基督，發展學業、品德、才藝與才能，達致全人成長。 
 
1. 基督教育使命 
   學年的工作目標包括「推動及優化栽培工作」、「開拓學生細胞小組」 
 和「持續鞏固及發展訓練學生成為基督徒領袖」。學年主題是「傚法主愛」， 
 分為三個分題，第一學期是「給予肯定」，第二學期是「互相照顧」，第 
 三學期是「開放自己」。福音周主題為「傚法主愛」，整個星期舉行一連 
 串密集式福音活動。 
   在決志栽培工作方面，本學年十月佈道周會後，梁傳道安排了一連四 
 次「午間栽培大會」，讓初信同學能進一步認識信仰。我們在午間時段為 
 中一至中五開拓學生細胞小組，也在中一級開展領袖培訓，裝備更多領袖 
 在不同場景發揮領袖的角色。由於中六學生敬拜隊畢業，他們將敬拜的使 
 命傳給師弟師妹，我們已開展建立中一、中四及中五的敬拜隊，讓同學在 
 更多不同場景服侍。 
   在宗教科方面，我們用聖經的五個階段(創造、以色列民、耶穌、教 
 會及末世)讓學生在六年課堂中明白上帝對人救贖的愛，又帶領學生瞭解 
 甚麼是人生的起承轉合，讓他們明白天父在他們生命中的美意。 
 
2. 學與教 
   中一至中六每級各開設四班，共設24班，學生約670位。全校老師共 
 68人，平均教學經驗14年，99%擁有學位，52%以上擁有碩士及博士學歷， 
 皆關愛學生及熱心實踐基督教全人教育。 
   本年度推行多項跨科組專業研究計劃，並進行專業分享及交流。首 
 先，各科建基於科本自學策略的推展，循序漸進地提升學生自學能力。其 
 次，在照顧學習多樣性方面，中文、英文及通識科在初中推展分層課業， 
 並結合數學科恆常的分層練習，更全面地照顧不同能力和需要的學生。同 
 時，融合教學發展組針對融合生的學生風格，有系統地設計課堂，並透過 
 觀課及研課，提升學與教效能。此外，各科廣泛採用Google Classroom 
 平台，恆常運用iPad進行小組協作活動及短片製作，以加強師生互動及針 
 對學生學習難點進行訓練，使學習更個人化及更具成效。另一方面，各科 
 老師經常與教育團體共同策劃及推展專業發展計劃。 
   我們也推薦和資助學生參加校外培訓課程，例如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課 
 程、香港中文大學資優課程、STEM活動等，並提供具挑戰性的校本增潤學 
 習課程，如「智慧城市」STEM訓練、校園水母及蜜蜂探究計劃、領袖培訓 
 課程等。我們亦挑選潛能高的學生，接受培訓參加大型比賽，如數學及科 
 學奧林匹克、校際朗誦及音樂比賽等。我們推薦不少同學成為香港資優教 
 育學苑會員，讓他們參加由學苑舉辦的資優培訓，包括領袖才能、人文學 
 科、數學科及科學等不同範疇的課程。電腦室改善工程經已完成，成為先 
 進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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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外活動 
   我們共設五十多個學會、興趣小組及校隊，包括宗教、學術、藝術、 
 文化及興趣、服務、運動校隊等不同類別；大部分由老師親自帶領恆常進 
 行活動。各同學必須參加最少一項活動或服務，以建立平衡的校園生活。 
 每一位中一同學必須參加一項運動、音樂、視藝或制服團隊課外活動；同 
 學亦可再參與其他課外活動。為鼓勵及表揚同學，分別設有服務優異獎、 
 優秀領袖獎及活動嘉許狀。 
   紅十字會青年團共有15位團員宣誓入伍，共43位團員；除步操訓練 
 外，也參與大型慶典、活動的接待及提供醫療服務。 
   大部份中六畢業生(接近90%)繼續升學，多選擇升讀學士、副學士及 
 高級文憑等課程。 

 
4. 感恩與代禱 
 我們經歷上主眷顧－ 
 1) 大埔升中學童人數少但略為回升，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報名人數達240 
   人，獲派124位學生。 
  2) 雖然社會氣氛緊張，師生仍能積極教學及學習並互相關愛信任。 
  3) 更多同工跨越科組合作，嘗試、改善與創新，以學生為重。 
 
  我們需要大家代禱記念－ 
  1) 學校發展計劃的順利開展，校政、教與學及學生發展平衡得宜;學生健 
     康成長。 
  2) 校長及教職員及校董會成員同心靠主得力，身心靈健康,盡忠職守，榮 
     耀主名。 
  3) 瑞興校長將於2020年8月底榮休，求主報答辛勞，繼續引領前路。 
  4) 帥領校董會物色適當接任校長人選。 
 
5. 校董會成員 

校監 陳寶安博士 

辦學團體校董 
廖錦培博士、劉兆瑛教授、吳淑燕女士、高永雄教授、
朱曼瑱女士 

獨立校董 羅靈芝校長 
教師校董 彭靖權老師、李栢燊老師(替代教師校董) 
家長校董 李佩賢女士、陳愛蓮女士(替代家長校董） 
校友校董 鄧偉賢先生 
當然校董 馮瑞興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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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聖書院福音工作         周青水主任 

 
� 信仰培育組工作目標：《太 28:18-20》，為要使人作門徒，從歸信(佈道)、施洗(返

教會)、真理教導(聖經培育)，牧養基督徒學生及實踐福音使命。 

範疇 事工 策略行動 

學生 1. Fed 門徒訓練 

2.早會、週會及崇拜 

3.福音週 

4.佈道會 

 

� 校園宣教士帶領活動及詩歌敬拜，分享個人生命 

 見證，包括中一團契、級佈道、信仰營會及學 

 校崇拜聚會。 
� 於午間進行栽培及培育課程。 

� 早會的讀經、祈禱及經文分享、週會及節期聚會 

 以崇拜形式主領，將訊息滲入。 

5.桂林義工隊 

6.社區服侍 

� 參與暑期義工服務。從組織及訓練，裝備短宣隊 

 員的心志、態度、能力，並於短宣後繼續校園宣教。 

7.中一迎新日 

8.中一午間啟發 

� 暑假全級中一迎新日活動，建立聯繫。開學後以 

    四個星期的中一級週六少崇，幫助中一學生認識 

    教會生活。 

� 舉行級佈道，為每級度身設計的信仰分享、見證 

    及呼召決志。 

9.教會青少年牧養 � 帶領(喜力、Tend)及督導青少年小組；崇拜敬拜 

    及講道牧養。令學生能投入教會生活，成長及承 

    擔。 

家長 1. 家長小組及課程 

2. 舉辦家教會活動 

� 「非煩家長工作坊」、「正向教育」家長工作坊， 

 以及親子旅行，建立以基督教價值為基礎的子女教 

 養及家庭生活，作為代禱關顧支援。 

教師 1. 教職員退修日 

2. 職員小組、晨禱會 

3. 教育主日 

� 協助帶領職員小組，加強分享及祈禱支持的氣氛 

    。 
� 教師聚會以禱告敬拜和相交；並邀請教會同工分 
    享，以聖經真理在屬靈上建立老師。 

其他 工福兒童發展基金

「中聖友伴同行計

劃」 

� 藉計劃加強學生及家長與教會的接觸，為福音作 

    預工。 

� 協調及推動生命師傅與學生的聯繫。 

� 2019 青少年及校園事工片段回顧，可參看影片﹕ 
https://youtu.be/WJzmZW0md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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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財政報告                    周文偉執事 

 
教會整體財政狀況 

2019 年教會整體的財政狀況穩健，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全年的總收支
如下： 

全年總收入 $3,088,929.92 
全年總支出 $2,383,783.34 
盈餘 $705,146.58 

 
截至 12 月底，教會的銀行戶口結存如下： 
匯豐銀行往來戶口 $697,268.35 
富邦銀行往來戶口 $801,661.89 
富邦銀行港元定期(1) $571,197.08 
富邦銀行港元定期(2) $3,244,176.08 
富邦銀行港元定期(3) $2,024,159.13 

結存： 
 

$7,338,462.53 
當中包括：關雪芳宣教基金 $1,001,982.30、事工發展基金 $491,197.30

及其他各項專項基金 $451,595.54。 
 

收入方面 
  2019 年的全年總收入為 309 萬餘元，較預算收入 271 萬餘元，約多出
38 萬元。教會主要收入來自肢體每月恆常的奉獻，包括月捐及堂捐。2019
年的月捐為 267 萬餘元，堂捐約 12 萬元，合佔總收入近 90%。餘下 10%收
入是感恩奉獻、節期感恩、週年紀念感恩奉獻、其他各項奉獻及利息收入，
約共 30 萬餘元。本年利息收入較預算多 2 萬元，主要因為多做定期存款以
增加利息收入。 
  雖然總收入比預算為多，但相較去年，整體的收入只輕微多了約 3 萬
元，而月捐收入則與去年相約。在社會運動持續了半年多而經濟處於低迷的
情況下，能夠維持與去年相約的奉獻收入，實有賴各會眾的努力及神豐富的
供應。除了月捐，在其他奉獻中包括支持宣教各項事工及感恩奉獻也可見肢
體對事工的支持，並且積極回應神的感動。「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
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
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瑪三 10）。求神繼續感動各人，
積極回應神國度的需要，使神家有糧。 
                                 
支出方面 
  2019 年全年實際總支出為 238 萬餘元，較預算總支出 269 萬餘元少約
31 萬餘元，主要是預留同工薪金中的聘請新同工薪酬未有動用，也有一些
預算的項目因事工上調整而未有動用。求神賜下智慧，好讓執事同工能更好
地運用教會的資源，把福音事工繼續拓展，榮神益人。   
  主要支出是同工薪酬及津貼 163 萬餘元，佔總支出約 68.49%；其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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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教會辦公室行政費 17 萬餘元，佔總支出近 7.19%；還有四部約 25 萬
餘元，佔總支出的 10.50%；四區 7.4 萬餘元，佔總支出的 3.11%；學校事工
約 5 萬餘元，佔總支出的 2.09%；週年紀念 6.1 萬餘元，佔總支出的 2.59%；
其他捐獻和對外奉獻的支出 14 萬餘元，佔總支出的 6.02%。 
  四部中，以宣教部支出佔最多，約 15 萬餘元，佔總支出的 6.33%。接着
是關顧部，支出約 3.8 萬餘元、培育部開支為 3.1 萬、敬拜部則支出 2.9 萬餘
元。 

四區包括松柏區、成年區、青少年區及兒童區；當中以青少年區的支出
最多，開支約 3.9 萬餘元；次為松柏區，支出約 1.6 萬餘元。兒童區支出約 9
千餘元及成年區支出約 8 千餘元。 
  學校事工的支出共 5 萬餘元，佔總支出約 2.09%。包括各項學生福音及
家長事工、資助中聖書院及靈風中學學生工作各 2 萬元愛心基金及與工福合
辦的生命師傅計劃。 
  其他捐獻和對外奉獻的支出約 14.3 萬餘元，佔總支出約 6.02%。支出包
括按月在慈惠上資助有需要的肢體共 2 萬 4 千元；對外一次性奉獻支持 10
間外界機構和 5 間肢體事奉的機構合共 6 萬元；每月奉獻華人基督教聯會的
會員堂捐收益，全年共 5.5 萬餘元。 
 
  除上述基本營運開支外，教會亦設立不同基金，以支持特別事工之用。
以下是一些主要基金於 2019 年之收支報告： 
 
關雪芳宣教基金 
  本基金自 2013 年 1 月開始組成，主要是由關雪芳愛心基金中撥出 45 萬
元作宣教基金。教會每月將列明『差傳』項目的奉獻，全數撥入『關雪芳宣
教基金』之內，用以支持海外宣教及其有關的差傳事工。 

2018 年底關雪芳宣教基金結存 $970,442.55 
2019 年肢體奉獻差傳而撥入宣教基金總收入 $79,900.00 
2019 年此基金總支出 $48,360.25 
(1) 支付何美儀宣教士的費用包括  

宣教士往返香港及泰南機票津貼 $6,889.50 
宣教士往泰南宣教工場的簽證費 $2,320.50 

宣教士往泰南宣教工場特別需要：醫療/搬屋/
冷氣機/電單車牌費/家庭用品 

$8,231.60 

宣教士會議費用 CCMN $1,100.00 
宣教士述職期在港生活津貼 $2,500.00 

宣教士意外保險年費 $1,618.65 
H 地區培訓團津貼 $10,000.00 
支持海南事工 $15,700.00 
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基金總結存 $1,001,982.30 

 
支持何美儀平信徒宣教士愛心奉獻 
  此愛心奉獻始於 2015 年 4 月，為支持何美儀宣教士往泰南宣教工場所
需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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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底支持何美儀愛心奉獻結存 $81,230.00 
2019 年全年所收支持何美儀愛心奉獻總收入 $97,600.00 
2019 年支付何美儀宣教士總支出 $98,400.00 
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愛心奉獻總結存 $80,430.00 

 
支持福建校園福音事工 
  2019 年收到肢體對這項事工的奉獻共$133,000.00，連同上年結存 34,000，
總數$167,000，大部份已交給福建校園福音事工。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教育發展基金 
  此基金戶口以『中華聖潔會』名義開立，由靈風中學校董會成員管理，
主要供靈風中學校董會用於有關校務及學生獎助學金的收支用途。至 2019
年 12 月底該基金戶口結存如下： 

匯豐港元儲蓄戶口 $ 150,841.35 
匯豐港元往來戶口 $ 48,220.16 
匯豐基金 AHYB  AUD 27,420.97 
匯豐基金 G-GEMB AUD 22,531.09 
匯豐澳幣儲蓄戶口 AUD 16,127.40 

 
其他各項特別事工基金 
  除上面各項事工之外，教會亦常設下列各項事工基金（括號內為 2019
年 12 月底結存金額）包括有： 

1. 事工發展基金（$491,197.30）：以定期存款形式續存，作教會及屬校
的備用金。本年度撥款$80,000 元給中聖書院兒童發展基金。 

2. 黃錦珍愛心奉獻基金（$50,250.90）：用於慈惠及資助有緊急需要的肢
體。 

3. 關雪芳愛心及慈惠基金（$219,009.23）：用於慈惠及資助有需要的全
時間神學生。本年度對中聖書院及靈風中學曾作一次性獎助學金撥
款，各撥款$50,000 元，總支出$100,000 元。 

4. 教育發展基金撥款：支持活動（$42,704.96）：用於中聖書院學生活動
及福音事工。 

5. 中華聖潔會獎助學基金（$59,200.45）：用於每年撥給兩間屬校的獎助
學金。本年度撥款$1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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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財政預算 
  隨著教會會友踏入退休階段人數日增，於制訂 2020 年的財政預算時，
教會仍按實際所需而作出保守性的財政預算。收入預算是以 2019 年度平均
收入不作通脹增加，為 294 萬餘元，當中 90 周年感恩奉獻預算為 17 萬元，
期望會眾憑信心奉獻。至於支出預算，因通脹和增薪，以及配合教會發展方
向，在四部及四區的支出項目也相應增加預算，以展開不同的事工，總支出
約 291 萬元。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於 1 月初暴發至今，教會崇拜及其他聚會受到影響，
奉獻收入及活動支出也相應有所減少，但暫時對財政預算之影響不至於太
大，相信待疫情穩定下來後，相關奉獻收入和支出會慢慢回到正軌，而教會
目前財政狀況亦相當穩健，倚靠神豐富的供應，有能力應對目前情況。執事
同工會繼續關注疫情的影響，於適當時候檢視並修訂 2020 年度財政預算。 
  求天父給我們智慧，使神家的糧都用在擴展祂的國度，叫更多的人在基
督耶穌裡蒙福，一同榮耀祂的名。 
 

（另請參閱 2019 年度財政總收支報告表） 
 

中華聖潔會 2019 年度財政報告    (HK$) 

項目 預算收入 實際收入 佔總收入% 

1. 月捐 2,302,800.00 2,670,734.00 86.46 

2. 堂捐 103,020.00 124,532.40 4.03 

3. 感恩 103,020.00 76,301.00 2.47 

4. 週六崇拜及各級奉獻 12,120.00 11,691.70 0.38 

5. 週年紀念 80,000.00 79,570.00 2.58 

6. 其他捐獻及收入(借堂及什項收入) 32,000.00 24,661.00 0.80 

7. 利息 80,000.00 101,439.82 3.28 

總收入： 2,712,960.00 3,088,929.92 100 
        
支出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佔總收入% 

1. 同工薪金/津貼 1,713,000.00 1,632,578.30 68.49 

2. 辦公室行政費用 187,000.00 171,297.94 7.19 

3. 培育部 47,600.00 31,785.10 1.33 

4. 敬拜部 46,400.00 29,407.20 1.23 

5. 關顧部 84,000.00 38,386.60 1.61 

6. 宣教部 172,513.00 150,989.50 6.33 

7. 松柏區 26,500.00 16,708.20 0.70 

8. 成年區 28,000.00 8,295.00 0.35 

9. 青少年區 55,200.00 39,655.60 1.66 

10. 兒童區 25,000.00 9,472.10 0.40 

11. 學校事工 60,500.00 49,927.70 2.09 

12. 週年紀念 80,000.00 61,797.00 2.59 

13. 其他奉獻/賀禮 166,000.00 143,483.10 6.02 

總支出 2,691,713.00 2,383,783.34 100 

(不敷)/盈餘 21,247.00 705,1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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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聖潔會 2019 年度崇拜聚會出席統計

 
 

兩堂崇拜每月平均人數 (計算時扣除特別主日如聯崇、堂慶)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全年 

主日 128 121 124 121 129 129 121 115 122 121 117 120 122 

周六 46 38 42 35 38 47 39 46 40 36 43 4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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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事奉人員總表 

 

組  別 名  單 
同工 主任牧師：周志豪牧師 

傳道：麥文洵傳道、鍾潔明姑娘 
事務主任：馬世海 
中聖書院信仰培育組主任：周青水 
部份時間清潔員：梁慶珍 

執事 巫蓓雲、黎柏添、葉偉民、趙建明、黃滿嫦、鍾靜思、陳詠詩、
周文偉、朱曼瑱、陳宗耀(3 月底離任)、梁寶超(3 月底離任) 

行政 音響：陳俊民 
電腦：馬偉雄 
設計：梁寶超、呂桂芳 
攝影：林耀榮、黎柏添、馬偉雄 

財政 點算奉獻：姚雅儒、李雅玉、朱曼瑱、黃滿嫦 
敬拜部 專責同工：周志豪牧師 

執事代表：鍾靜思 
部員：麥文洵傳道、盧定邦(4 月起)、黃杏樞、李敬端 

 崇拜講員：周志豪牧師、麥文洵傳道、鍾潔明姑娘、李柏雄、 
李慶宏、孫玉琴師母、蔡志森、黃杏樞、周青水 

 崇拜主席/領唱： 
麥文洵、梁寶超、黃玉華、譚淑賢、高永雄、黎柏添、陳寶安、 
吳詠君、黃杏樞、蔡志森、鄺雅萍、陳宗耀、李敬端、禤婉儀、 
巫蓓雲、譚淑明、葉偉民、趙建明、朱曼瑱、沈淑雯、周文偉、 
週六崇拜：麥文洵、黃穎欣、梁浩楹、李敬端、朱樂韻、 

黎譞忻、馮偉謙、黃穎怡、黎譞朗、林凱盈、 
陳家謙、何耀晉、黃成滔、蘇詠茸 

 崇拜司琴：李敬端、黃穎怡、黃穎欣、吳麗湘、黎譞朗、 
          敬拜隊 

 聯合詩班－ 
詩班長：盧定邦 
文書：嚴妙芳 
總務：馮偉謙、李佩茵 
指揮：黃玉華、鄺雅萍、李敬端 
司琴：吳麗湘 
詩班員：陳庭芝、高淑賢、李雅玉、李桂群、嚴妙芳、鍾靜思、 
    朱曼瑱、林惠雯、黎譞忻、朱樂韻、李佩茵、梁珮榮、 
        黃卓瑤、梁寶超、吳國輝、趙建明、盧定邦、黎譞朗、 
        馮偉謙、吳麗湘、黃玉華、鄺雅萍、李敬端、趙衍珩、 
        黃成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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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隊：麥文洵、黃穎欣、李敬端、梁浩楹、林凱盈、朱樂韻、 
    馮偉謙、陳家謙、何耀晉、蘇詠茸、黃成滔、江穎揚、 
        梁浩煒(1 月起)、鍾瑋桐(1 月起)、林芷欣 

 放映員：鄭浩霖、梁穎茵、葉偉民、江穎揚、鍾瑋桐 
關顧部 專責同工：鍾潔明姑娘 

執事代表：趙建明 
核心小組：趙建明、鍾彩霞、馮 樺、鄭少琴、李秀蘭 

 探訪員：鍾潔明姑娘、黃滿嫦、謝秋琴、鍾彩霞、蕭琼枝、 
        陳庭芝 
(感謝肢體在過去一年與同工配搭或自行探訪不同長者，未能盡錄) 

 關顧大使：李秀蘭、李雅玉、李桂群、林玉芬、蔡麗嫦、 
          謝月英、何鳳馨、鄭淑萍、姚雅儒、徐佩嫻、 
          李秀荷、葉美英、鍾彩霞、李雪心、鄭笑媚、 
          鄺玉嫻、鍾少芳、姚彩霞、蔡敏思、關明慧 

 茗恩茶座─ 
檔主：馮 樺 
組員：馮 樺、鄭少琴、徐玉妹、蕭琼枝、李雅玉、鄭慧雯、 
      黃兆輝、楊淑珠、何鳳馨、廖瑞蓮、鍾彩霞、朱曼瑱、 
      鍾少芳、蔡麗嫦、林惠玲、姚彩霞、蔡敏思 

培育部 專責同工：麥文洵傳道 
執事代表：葉偉民 
部員：陳庭芝 

 生命之道查經工作小組－ 
場地主管：李秀蘭 
事奉人員：李雅玉、廖瑞蓮、姚雅儒、唐 沛、何啟光、 
          陳庭芝、吳麗湘、鍾彩霞、江穎揚 

宣教部 專責同工：麥文洵傳道 
執事代表：巫蓓雲(至 3月底)、陳詠詩(4 月起) 
部員：梁寶超、巫蓓雲、李桂群、何美萍、孫玉琴師母(3 月起) 

松柏區  區牧：鍾潔明姑娘 
執事代表：黎柏添 
事工小組：唐 沛、梁潔冰、謝月英、鍾彩霞、余偉權、 
          盧瑞珍、廖錦榮(休息)、姚彩霞(11 月起)、 
          譚惠儀(11 月起) 
事 奉 者：唐 沛、余偉權、盧瑞珍、謝月英、梁潔冰、 
          何鳳馨、盧劍萍、鍾彩霞 
輪椅隊、探訪隊及其他支援：唐 沛、李綺薇、謝月英、 
          盧定邦、余偉權、姚彩霞、鍾瑋桐、潘 枝、 
          甘偉洪、劉家和(至 10 月底)、林惠玲(11 月起)、 
          蔡麗嫦(11 月起)、余敦群(11 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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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區  區牧：周志豪牧師 
執事代表：梁寶超(至 3月底)、周文偉(4 月起) 
組長：黎柏添、梁寶超、李佩茵、馮建中、黃玉華、李雅玉、
劉長珠、李秀蘭 
副組長：馬偉雄、鍾國英、吳詠君、蘇智明、余敦群、鍾彩霞 

青少年區 區牧：麥文洵傳道 
執事代表：陳詠詩(至 3月底)；朱曼瑱(4 月起) 
小組事奉者：(中學)梁寶超、吳少如；陳穎希；彭朗賢、何銘傑； 
                   劉熳婷、冼載量 
      (大專)葉盈珊、李泳川、陳家謙；周青水、黃成滔； 
           陳詠詩(至 11 月)、麥敬靜、江穎揚(11 月起) 
      (職青)陳浩賢、曾致林；李敬端、馮偉謙； 
                   黃穎怡、黃穎欣；張考雯、劉彥嫻 

兒童區  區牧：鍾潔明姑娘 
執事代表：黃滿嫦 
核心小組：鍾潔明、周青水、黃滿嫦、王慧雯、吳淑燕 

 
 
幼兒主日學

級主任：鍾潔明 
導師：鍾潔明、吳淑燕、陳詠詩、陳穎怡、黃穎怡、鍾靜思、 
      邱麗霞、林均洛、劉嘉嘉 
少年義工：林展裔、趙衍珩、黃沁恩(10 月起) 

 
新天地 

關心跟進：王慧雯、周青水 
導師：王慧雯、周青水、李桂群、黃滿嫦、梁德森、黎譞忻、 
      葉美英 

 
 
崇拜後活動

關心跟進：王慧雯、鍾潔明 
導師：鍾潔明、王慧雯、梁德森、陳俊民、吳雪怡、潘俊傑、 
      劉嘉嘉、邱麗霞、林均洛 

兒童服事者

跟進：鍾潔明姑娘 
服事者：盧言恩、趙衍璐、麥阡仟、林建兒、張忻祈、潘銘勤、 
        衛博琛、馬綽謙 
(以上兒童穩定地協助帶領敬拜、帶領活動環節、照顧兒童、場地整理) 

校董會 中聖書院：蘇智明、林耀榮、黃玉華、陳惠華、趙建明(9 月起)、 
          趙惠愉(9 月起)、李柏雄(校監-至 8月底)、 
          葉偉民(至 8月底) 
靈風中學：陳寶安(校監)、吳淑燕、高永雄、朱曼瑱、 
          石國雄(至 8月底) 

教育顧問 李柏雄 
生命師傅 
(中聖書院
友伴同行
計劃) 

鍾潔明、黎柏添、朱曼瑱、盧定邦、潘俊傑、高淑賢、葉偉民、
梁浩楹、林錦熙、林均洛、陳詠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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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大事回顧 
 
2019，中華聖潔會踏入第 89 個年頭，繼續一起「見証服事．迎向新挑戰」。 
 

月份 事件 
一月 - 周志豪牧師正式擔任(本會)主任牧師，並代表教牧和執事團

隊發表教會牧養之七方面願景 
- 教會宣教月，實踐大使命 
- 月禱會主題：「在那裡傳福音」 
- 12/1 出版泰南短宣見證集，Winnie 宣教士亦分享泰南宣教及

代禱需要 
- 20/1 會友分享內地學福事工 
- 26-27/1 崇拜後舉辦宣教工場產品義賣，義賣吉爾吉斯坦蜂蜜

和巴基斯坦粉紅岩鹽，所得收益全數撥歸宣教工場 
二月 - 月禱會主題：「守望我家」 

- 為回應教會傳福音的願景，2月至 3 月舉辦了短期佈道課程 
- 九十周年籌備委員會成立，成員包括周志豪牧師、李慶宏弟

兄、梁建華傳道（大埔堂）、鄒振國弟兄（中聖教會）、麥文
洵傳道、巫蓓雲執事、鍾靜思執事、黃杏樞弟兄、馮偉謙弟
兄和劉彥嫻姊妹。4 月後，因巫蓓雲執事擔任執事會主席而退
下，換上黃滿嫦執事；而劉彥嫻姊妹亦因神學生功課繁忙，
11 月後退任。 

- 10/2 崇拜後進行「老友共聚．美點同享~新春團拜」 
- 24/2 出版三堂宣紙第五期，主題：在那裡傳福音 

三月 - 月禱會主題：「迎向新挑戰」 
- 3/3 會友大會及執事改選 
- 9/3 會友劉熳婷姊妹及湛港生弟兄舉行結婚典禮 
- 10/3 舉辦宣教工場（H地區）交流會，由袁海生牧師分享 
- 11/3 會友楊偉良弟兄安息主懷 
- 31/3 舉行「老中青幼同開餐，中港日式愛共享」聯合主日愛

筵聚會 

四月 - 月禱會主題：「成年信徒的牧養與突破」 
- 7/4 執事就職禮，2019 年度執事名單：巫蓓雲（主席）、黎柏

添（副主席）、葉偉民（副主席）、周文偉（財政）、鍾靜思（文
書）、黃滿嫦、趙建明、朱曼瑱和陳詠詩 

- 18/4 受苦節聚會，主題「看哪！神的羔羊…」 
- 21/4 林惠玲、杜劍虹、林均洛、李詠詩、簡遠炬、黃成滔和

江穎揚接受浸禮；何愛葵、梁鳳儀進行轉會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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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事件 
五月 - 月禱會主題：「馬達加斯加宣教需要」 

- 3/5 中聖教會同工張雪華姑娘安息主懷 
- 12/5 至 16/6 期間六個主日崇拜進行「綠洲行動」，邀請外間

機構帶領詩歌敬拜和其他教會的弟兄姊妹作見證分享，期望
有助新朋友參與崇拜，接觸福音 

- 19/5 會友蘇詠茸姊妹及陳智業弟兄舉行結婚典禮 
- 31/5 靈風中學舉行第 20 屆畢業禮 

六月 - 月禱會主題：「為君王和在位者」 
- 6/6 中聖書院舉行第 41 屆畢業禮 
- 23/6 至 7/7 舉行「為這城求平安」禱告會 
- 30/6 舉行「愛的筵席 630」聯合主日愛筵聚會 
- 30/6 出版三堂宣紙第六期，主題：準備好飛未？ 
- 30/6 執事同工集思會，邀請成年區組長、松柏區及兒童區代

表出席 
七月 - 月禱會主題：「為人心禱告」 

- 藉着暑假開始，設有堂後書攤，分類為社會議題類、靈修著
作類和利未記釋經類，鼓勵閱讀 

- 7/7 至 4/8 一連 5 個主日，兒童區進行暑期聖經學習之旅~玩
轉 Emoji-world 

- 25/7 松柏區進行了港珠澳大橋—澳門一日遊 
- 26-28/7 H 地區培訓團到當地進行佈道及領詩訓練 
- 28/7 會友陳鳳珍姊妹安息主懷 

八月 - 月禱會主題：「竭力成長」 
- 1-10/8 教會成為第 91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的「現場同步直播

站」 
- 4/8 高銘謙博士主講專題講座「利未記」 
- 18/8 福音隊於元洲邨派發開學文具 
- 24/8 出版暑假短宣見證集 
- 25/8 兒童區之「兒區升班禮」暨「開心夏水禮」 
- 25/8 參與 H地區培訓團的姊妹作分享 
- 25/8 執事同工集思會，邀請青少年區組長出席 

九月 - 月禱會主題：「為兩校禱告」 
- 青少年區設計和訂製青少年區 Teen 衫 
- 8/9 至 10/11（第二及第四周主日）崇拜後進行「正面管教家

長工作坊」 
- 8/9 福音隊崇拜後於區內派發燈籠和蠟燭 
- 15/9 主日分享中聖書院的福音工作 
- 29/9 舉行「愛相聚！愛開飯 0929」聯合主日愛筵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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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事件 
十月 - 月禱會主題：「效法基督，作主門徒」 

- 2/10 松柏區進行了馬灣半天遊 
- 19/10 郊外活動—炭火旁的相交 
- 27/10 出版三堂宣紙第七期，主題：逆流 

十一月 - 月禱會主題：「同頌主恩」 
- 1/11 至 20/12 的週五晚，福音隊夥拍基督教服務處為本區南

亞兒童開設毽球訓練班 
- 6/11 會友黃燕華姊妹安息主懷 
- 7/11 廖愛歡姊妹（鄭少琴姊妹母親）於床邊決志，8/11 安息

主懷 
- 17/11 中華聖潔會 89 周年堂慶崇拜及感恩聚餐，主題：「同頌

主恩」 
- 24/11 主日崇拜後宣教團隊分享敍利亞難民事工 
- 24/11 福音隊為佈道對象舉辦曲奇製作班 
- 29/11 至 1/12 大專職青營會 

十二月 - 月禱會主題：「以馬內利」 
- 1/12 專題講座「召命—效法基督，作主門徒」 
- 2/12 三堂同工退修 
- 7/12 會友黃光偉弟兄安息主懷 
- 15/12 松柏三代同堂報佳音和冬至宴 
- 21/12 青少年區聖誕祝福社區行動 
- 22/12 聖誕主日崇拜、茶聚和進行祝福點唱迎聖誕 
- 22/12 福音隊於元洲邨派發零食，24/12 重聚分享五色珠和見

證 
- 27-29/12 H 地區培訓團，配合當地教會，舉行聖誕活動，並

進行音樂及佈道等實務培訓 
- 29/12 事奉人員授章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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