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十 1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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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言         黃耀長老 
回顧 2021 年，教會都在疫情中停停開開中度過，回望很多時間都

花在討論和安排幾時開，何時停；如何開，點樣停等等的問題，想起也

覺得疲累。 

雖然不少之前定了的計劃給疫情打亂了，但感恩是疫情在下半年減

退的時候，教會可以逐步重開現場聚會，還在 10 月可以重回卍慈中學

主日聚會，甚至可以 11 月在卍慈中學的雨天操場舉行在疫情後首次的

浸禮。 

但在疫情中，卻也暴露了我們的應變，特別在牧養和關心弟兄姊妹

在疫情時的壓力上，明顯有不足的地方，我們過往倚賴在聚會中，面對

面的關顧和牧養，在疫情中就面對挑戰，在往後的日子中是需要努力改

善和適應的。 

在 2021 年，在疫情的困惑中，我們沿用了 2020 年的教會主題「靜

候主命，復興神家」，希望藉此鼓勵更多弟兄姊妹來一起禱告，在我們

的困難中，不知如何向前行的時候，積極、同心尋求主。可惜我們不論

在崇拜之後的教會祈禱會，我們星期二晚上的網上祈禱會，從凝聚弟兄

姊妹同心來禱告的角度看，都算不上成功。同工們仍在想，怎樣才可以

鼓勵大家重視和相信一起同心禱告的重要呢？ 

2022 年已是我們在疫情中的第三個年頭了，在年初還迎來第五波

疫情，在這波疫情中，香港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染疫，教會不少肢體也不

能幸免，感恩是沒有弟兄姊妹出現重症，多謝主的保守。 

我們在去年為 2022 年定下了年題「當轉眼仰望耶穌」，也定下了

一些計劃，當中包括：  

（一）預備交棒：2022 年是預備交棒的一年，在今年五月全體會

友大會之後，我將會卸任理事會主席，執事李國基弟兄將會接任；另外，

今年底我會從堂主任崗位退下來，由 2023 年起，傳道張照昌弟兄將會

接任教會堂主任一職，負責管理教會日常的事務，和整個同工隊工配合，

籌劃教會的方向，並且帶領和執行。這一年我將會在各自範疇和兩位弟

兄一起做，讓他們慢慢熟習。另外，執事馬鴻發弟兄也會於 2023 年全

體會友大會之後從執事黎汝業弟兄接過教會司庫一職，今年同樣是學習

接棒的一年。求主帶領這個承接的過程。也求主使用我在長老的位份上

繼續服侍祂。 

（二）Let’s Share：我們計劃今年將會舉行一些教會性的分享會，

討論一些我們關心的議題，讓我們可以把心中的掛慮彼此分享，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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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心中的鬱結讓弟兄姊妹和我們分擔，又可以聆聽別人的不同擔憂

和想法，彼此了解。我們希望於逢第五主日的主日學時間（早上

9:30~10:40）舉行，我們把這分享會定名為”Let’s Share”。（雖然年初至

今的第五波疫情打亂了這計劃，我們仍然希望在疫情緩和中，我們可以

在下半年付諸實行）。 

（三）興趣/相交小組：我們今年成立了 11 個興趣/相交小組，希望

透過有輕鬆，有嚴肅的活動，凝聚弟兄姊妹，也嘗試鼓勵跨團契的相交

和彼此認識。 

（四）關懷小組：在疫情中我們其中一樣缺欠的是彼此的關懷，特

別是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沒有得到適時的關心。從這錯誤中，我們

盼望組織起弟兄姊妹，實踐彼此關懷，即使疫情重臨，聚會重回網上，

我們不能彼此見面的時候，也可以送上適時的關心。 

（五）同傳福音：疫情提醒我們，明天不在我們的掌握中，趁着白

晝，我們更要把握機會努力傳揚福音。我們安排今年每月第四個主日，

崇拜證道都是以福音信息為主，讓弟兄姊妹可以邀請未信主的親友、同

事、同學一同來參加，今年最後一次會是聖誕福音主日，期望經過一年

的努力，成為收割的日子。除此之外，去年第四季我們開展了中學生團

契，在今年我們也會開展一班中學生福音班，盼望可以接觸更多同學，

讓他們一起來認識我們的救主。我們也特別為家長佈道禱告，也正在籌

劃是否可以有一些較輕鬆的方式，讓我們的家長共聚，建立關係，也希

望有合適的機會和他們分享福音。感謝主，黃李冬嬌姊妹加入同工團隊，

作部份時間的義務福音幹事，幫助接觸婦女，也籌劃一些興趣班，接觸

未信者，求主使用。我們也嘗試在平日開放教會作自修室，一方面好好

使用平日空置的地方幫助有需要的同學，也增加一個接觸點。求主帶領

我們更努力傳揚福音，建立耶穌基督的國度。 

雖然疫情重臨，打亂了我們不少原先的計劃，現在疫情續漸緩和，

讓我們把握機會，重新開展，我們今年可以行多遠，有多少可以實行出

來，我們或許不知道，但當我們弟兄姊妹同心同行，當我們同心仰望那

位幫助我們的主，我們將會見到主的工作和恩典仍在在我們當中，讓我

們轉眼仰望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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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聖工報告 
甲. 恆常聚會 
一. 主日崇拜、聖餐、祈禱會、浸禮及嬰兒奉獻禮 

1.  主日崇拜 

a) 出席人數：因著新冠疫情，2021 年主日崇拜部份時間都在網上

舉行，或網上和現場同步舉行。感恩藉著現代科技，我們仍然

可以同心一起敬拜。至於參與人數，我們不容易可以把這年的

出席與往年比較，在 2021年現場出席和網上登入合共平均是 115

人，由於一個登入可以代表一家人的參與，確實出席崇拜人數

不易知道，只可以估計，我們相信大概和疫情前 2019年平均 128

人應該也差不多吧。感恩在困難和限制中，弟兄姊妹仍或在網

上，或爭取回教會，同心一起敬拜。  

b) 崇拜講員包括本堂和紅磡堂同工：杜嘉恩長老、黃耀長老、陳

寶蘭傳道、勞曾麗珊傳道、繆少嫻傳道、張照昌傳道、梁俊豪

傳道、傅錦華實習傳道、吳紹賓傳道及凌凱妮傳道。外來講員

有朱昌錂牧師（中華福音使命團）、馮忠強牧師（鳳城華人基

督教會）、譚慧儀牧師（中華福音使命團）及劉佩婷博士（建

道神學院）。 

2. 2021 年聖餐（每月一次，第一主日崇拜中舉行）：因著疫情，有些

月份聖餐以現場和網上形式同步舉行。2021 年全年平均領聖餐人數

為 74 人（2020 年 67 人），最高為 83 人（2020 年 117 人），最低為

56 人（2020 年 34 人）。 

3. 祈禱會（每月一次，第三主日崇拜後舉行）：全年平均出席人數為

58 人（2020 年 69 人），最高為 82 人（2020 年 84 人），最低為 29

人（2020 年 38 人）。（*現埸及網上出席合併計算） 

2021 年度仍繼續周二晚上的網上祈禱會。全年平均出席人數為 24 人

（2020 年 22 人），最高為 36 人（2020 年 30 人），最低為 18 人

（2020 年 17 人）。（全年共舉行了 12 次晚上網上祈禱會） 

4. 2021 年度大埔堂共有 6 位肢體受浸歸入基督。因疫情原故 2021 年上

半年未能和紅磡堂舉行聯合浸禮。 

（a）教會水禮於 6 月 27 日（日）在大埔堂崇拜中舉行。大埔堂接受

洗禮肢體：尚正昆弟兄、李曉暉弟兄。 

（b）11 月 28 日大埔堂和紅磡堂於卍慈中學禮堂舉行了聯合洗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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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會禮，大埔堂受洗肢體：林葆真弟兄、鄭偉豪弟兄、李雋軒弟兄

及梁方正弟兄。 

5. 因疫情原故全年只舉行了一次嬰兒奉獻禮，參與奉獻禮的孩子包

括︰林澄川弟兄及林鄭文莉姊妹之二女兒林沛盈；尚志超弟兄及尚

方嘉敏姊妹之兩位兒子尚仁及尚哲；蔡大行弟兄及蔡朱秀婷姊妹之

二兒子蔡望曦。 
 

二.  主日學                                                                                                                                                      吳佩儀 

因疫情關係未能召開實體會議，支出：沒有，全年平均出席人數為

61人（20年：39人），最高：76人（20年：47人），最低：39人（20

年：27 人）。總出席人數比 2020 年出席人數為少，是因為疫情期間暫

停部份班級的實體面授課堂。   

主日學設立的目的是裝備弟兄姊妹認識神的話，將信仰扎根於聖經

之上，並鼓勵弟兄姊妹實踐神的話；從實踐中體驗創造主的主權，救主

基督的拯救大能，聖靈在人心靈中的轉化力量。 

1. 中學級（導師：莊靜雯、繆少嫻、黃諾祈、李仲陽） 

穩定出席的學生有七至八位，他們分別就讀初中至大一。因年頭疫

情嚴峻，主日學於網上進行，於 4 月初重回實體課。1–4 月延續上

年度研讀的《創世記》，而 5–12 月則開始研讀《出埃及記》，整體

來說，同學們都很投入學習，亦勇於在堂上發問，多思考信仰與自

己的關係。亦透過每月最後一個主日的專題，探討不同話題讓同學

有更多機會交流信仰怎樣結合生活的分享。在暑假時亦推動了「信

仰自肥計劃」，經同學們商討後，他們想更投入教會生活，嘗試主動

認識及關心教會內的弟兄姊妹，如與大專級主日學合班、主動認識

關心不同班級的弟兄姊妹、主持福音性聚會歡迎新來的中學生；在

靈命操練上，他們更一起培養靈修習慣，及輪流在崇拜講道中記下

重點，之後出題鼓勵同學回應。同學們的背景雖有差異，但感恩他

們也能相處融洽，一同投入學習及分享。 

（全年出席 最高：7 人   最低：4 人   平均：6 人） 

2. 大專級（導師：黃何蕙嫦、繆少嫻、馬鴻發、蔡大行、傅錦華） 

–本年大專級延續摩西五經的課程，查考民數記後，開始研讀約書

亞記和士師記，在年底時更開展認識撒母耳記上。 

–除了經文的應用外，每次主日學皆設靈修分享，由導師學生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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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彼此鼓勵之餘，大家亦可建立穩定的讀經習慣。此外，導師

不時鼓勵同學出席大衛團聚會，希望同學能融入他們的圈子，建立

更健全的教會生活。 

–學生出席穩定，平均有 5 位同學，學生投入學習，反應良好。 

（全年出席 最高：5 人   最低：3 人   平均：5 人） 

3. 青年級 

青成級課程 (導師：黃耀、張照昌、陳寶蘭)： 

本年度主日學課程，第一季是由寶蘭傳道教授「箴言」，幫助同學

掌握這看似雜亂的書卷作系統性的研讀，並幫助同學掌握當中傳道

者對世人的勸戒。 

第三季是由杜長老教授「以西結書」課程，內容有講授、同學分組

研習並分享，還有每週之工作紙及最後的小測，富挑戰性的課程，

卻讓學生對書卷有深入的了解，更明白神對被擄到外邦的以色列人

的心意，還有神在今天對衪的子民的心意，帶來對信仰和生命深刻

的反思。 

第二季及第四季由張照昌傳道開辦撒母耳記上及下課程，直至 2022

年第一季完成。由於疫情原故，課程亦由實體課轉為網上課程。由

於用網上來授課，撒母耳記下十二章開始會錄影，並分享給樂道班

同學使用，同得幫助。 

同期還有黃耀長老的「會遇系統神學 1&2」，課堂探討基本神學課

題，如基督論、救贖論、聖靈、教會…透過閱讀和討論，幫助同學

對熟悉的聖經真理作認真的反思和整合，讓同學對基本神學真理更

堅固和深刻。 

（全年出席 最高：39 人   最低：18 人   平均：29 人） 

4. 家長福音班 (導師：勞曾麗珊、胡黃文璧、岑麗珍、林炳坤) 

疫情持續，上半年以速讀聖經計劃，每週 5 天，每天 1 章，前後以

一年半時間，終完成了綜覽一次以色列人的歷史（覆蓋書卷包括有

摩西五經，書、得、王（上下）、拉尼斯）。下半年恢復面授課堂，

首三個月以凝聚家長為目標，著重生活化淺談信仰。第四季以新編

內容—淺談聖經歷史、誰是真神、認識神的媒介及基督降世的課堂

內容。 

（全年出席 最高：7 人   最低：3 人   平均：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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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樂道班(導師：胡耀光、黃健強、黄玉冰及屈婉雯） 

由於疫情關係 1~9 月暫停面援課堂，及至 10~12 月重新查考利未記，

由第一章至十三章，導師輪流負責授課及關顧學生，課堂有以生活

分享/代禱開始，跟著扼要溫習前次內容，隨後開始教授新的課文。

同學分兩組朗讀當日所教導的章節，然後由導師講解，並透過課室

的設施，例如電腦播放投影片或相關資料作補充及説明，讓同學更

易明白，上課有良好氣氛。 

（全年出席 最高：18 人   最少：11 人 平均：16 人） 

展望： 

回顧去年的情況，盼望下年度主日學能有以下的發展： 

1. 衷心感謝同工透過網課教導聖經，不遺餘力。 

2. 疫情期間暫停部份班級實體面授課堂，改為網上授課，當中亦有很

多限制，課堂中的互動比較難運用，間接影響教學的質素，部份學

生在家上堂， 亦難以專注和投入。 

3. 疫情期間暫停部份班級實體面授課堂，當中有樂道班及家長福音班，

對學生的影響最大。 

4. 盼望在疫情中同學仍互相鼓勵支持，用心上主日學，努力認識聖經

真理。 

5. 盼望疫情過後，現場主日學可重啟，學生的學習可重回正軌，不忘

「愛聖經」、「愛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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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琳團契 (對象：年長人士)                                                                                 勞曾麗珊                                                           

導師：勞曾麗珊 

團契職員：林炳坤、唐王鳳儀、張馬錦冰、關劉惠燕 

出席人數：平均：12 人 (20 年 11 人)；最高：17 人 (20 年 16 人) 最低：

10 人 (20 年 12 人) 

全年收支表：收入$2,570；支出$1,175.3；結餘$4,744.8 

團契今年︰ 

感恩疫情持續下，不少團友願意接受以手機視像通訊程式（Whatsapp），

每星期二分開早午堂兩批團友相聚—唱短詩、簡短查經及祈禱，直到 7

月全面恢復現場週會為止。回復從前返到教會相聚，團友相當興奮，彼

此互勉互助。 

前瞻︰ 

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疫情於一月初又再翻波，原打算一兩個月後好轉，

可惜事與願違！3 月起在團契通訊群組隔週二發送牧者聖經信息視頻

(部份團友不喜線上交通)，隔週讓團友在線上分享和祈禱。團友在【疫

苗通行證】要求下陸續接種疫苗，大家平安無事，待疫情穩定後看團友

需要再作部署，願神指教我們成長的路。 

四. 嗎哪團契(對象：中年及夫婦) 郭活玲                                                        

職員：黃玉冰、郭活玲。 

組長：黃玉冰 

出席人數：大組全年平均出席人數：12 人(20 年：10 人)；最高：18 人

(20年：11人)；最低：：8人(20年：8人) 

全年收支：結餘：$1,115.90 （20 年：$1,015.90） 

全年事工重點︰ 
1. 今年每三月有一次大組，小組按各組情況自行安排(約兩月一次)。 

小組：分為二組，採用自願入組形式，一組有一位組長，另一組由

組員輪流負責和聯絡。 

大組：由職員會統籌安排，內容主要是較為生活性。 

2. 今年大組聚會有「畫畫樂」、「户外活動」和「自由或感恩分享」

等。 

3. 小組共有二組，出席率約有 75%，按情況安排實體或網上聚會，出

席的都積極參與，約二個月舉行一次。 

4. 上半年疫情仍然嚴峻，不能安排實體聚會，所以弟兄姊妹關係較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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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在下半年疫情穩定，可回復實體聚會，弟兄姊妹可回來聚會和

相交，也有兩、三位新人間中回來聚會，所以在恆常聚會外曾安排

户外活動，反應良好。另外在年尾職員開始探訪弟兄姊妹，反應都

很好。 

前瞻︰ 

1. 為了能更有效牧養新回來的弟兄姊妹，明年會改為每月一次大組和

一次小組，特別希望透過小組能更有效認識和牧養新人，並且會加

強探訪工作，先由職員開始，期望稍後能推動弟兄姊妹彼此探訪。 

2. 小組會分為三組，仍採用自由入組形式。 

3. 大部份嗎哪的弟兄姊妹已經退休，所以更能在平日有相交和事奉的

機會，希望我們能善用此優勢，彼此支持提醒，叫我們繼續成長。 

 總結︰ 

兩年的疫情，不少時間要暫停實體聚會，只能網上進行，更叫我們

經驗可以回到教會不是必然的，希望我們因此更珍惜見面相交的機會。 

五. 但以理團契 (對象：成年及夫婦)                       劉志敏  

導師：黃耀 

職員：劉志敏（團長）、廖家瑩 

出席人數︰全年平均：10人（20年13人）；最高28人（20年20人）；

最低 4 人（20 年 6 人） 

全年收支表：收入$0；支出$1,026.1；結餘$5,222 

全年事工重點： 

1. 2021 年團契主題是「回歸聖言」，每月第二個星期五晚上九時半，

由黃耀長老帶領， 網上查考聖經，經文為「馬太福音-論八福」。 

2. 2021 年團契繼續以兩個小組運作，每月有一次小組聚會，讓組員互

相分享，在信仰及生活上彼此守望和支持。 

前瞻： 

1. 團契只保留大組聚會，由黃耀長老帶領，每月第二個星期五晚上七

時半，在教會或網上進行。 

 

 

 

 



頁 11        大埔基督徒會堂 2021年年報 

  

六. 以勒團契 (對象：職青及夫婦) 李偉賢 

導師：張照昌、傅錦華（1~6 月） 

職員：李偉賢（1~8 月）、羅明兒、吳子豐 

出席人數：全年以網上聚會，平均 12 人（2021: 12 人） 

全年收支表：收入$0；支出 $ 1,578.00；結餘 $ 1,470.17 

全年事工重點： 

1. 2021 年團契主題為「主裡團契」，代表我們在變化萬千的環境下，

我們仍然一起彼此分享，支持及禱告。我們相信弟兄姊妹在不同的

地域，境遇中，仍然可以在主裡合一及相聚，也只有在主裡，我們

的團契才來得有意思。 

2. 2021 年所有聚會以網上視象形式舉行。每月有團契專題聚會，當中

有屬靈分享，社會議題分享，團友歡送會，及每月的團契祈禱會，

每月的小組分享。 

前瞻： 

1.  2022 年團契主題為「同行窄路仰望神」，在大環境下，團友需要用

不同的方法去適應生活的改變，但只要定睛於主，大家手牽手一起

同行窄路，最後一定會得到主的獎賞。 

2. 新的一年，相信聚會仍以網上形式進行，每月一次大組聚會，一次

查經，一次小組聚會。 

 

七. 約書亞團契(對象：初職)                                                                         黃嘉曦 

導師：陳寶蘭（1~6 月）、馬鴻發 

職員：黃嘉曦（團長）、林啟鴻、鍾苑婷、黃諾祈、林盧泳斯、黃小蓮 

出席人數：全年平均 11 人（20 年︰11 人）；最高 18 人（20 年︰18

人）；最低 5 人（20 年︰5 人） 

全年收支：2021 年 12 月 31 日結存金額：$ 4,070 

全年事工重點： 

受疫情影響下，2021 年大部份團契及小組聚會改為網上舉行。 

1. 與神關係 

a) 本年度團契一同查考羅馬書，以同餅同杯/同死同活/同悲同喜等

主題，認識信仰和生活的關係。 

b) 讀經計劃︰團契一同用手機程式參與每日讀經計劃，全年統計有

9 位弟兄姊妹完成讀新約一次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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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藉〈快樂日〉、〈新造的人〉等週會，互相分享決志信主和受浸

的難忘經歷。 

2. 團友相交 

a) 今年以〈團契•生活〉為年度主題，加強關顧弟兄姊妹，並學習

如何把信仰融入生活。 

b) 〈疫要團年〉︰透過賀年卡和網上拜年，關心教會長者和海外肢

體。 

c) 團友一同製作“尿片蛋糕”，為兩個迎接嬰兒的家庭送上祝福。 

d) 秋季舉行兩次行山活動，一同享受大自然。 

3. 佈道宣教 

a) 透過〈Our dream〉及〈人月兩團圓〉兩次週會，鼓勵團友關注

和參與中學生事工。 

前瞻： 

1. 在第五波疫情下，團契及小組聚會繼續以網上型式舉行。 

2. 2022 年張傳道加入約書亞團，職員會亦有變動，祈求神幫助導師及

職員，繼續同心事奉。 

 

八.大衛團契(對象：大專學生至初職青年) 李仲陽 

導師：繆少嫻（1~9 月）、黎歐淑賢、梁聖康、李仲陽 

職員：陳有恆、林立志、（小助手：趙詠彤） 

出席人數：全年平均：13 人（20 年 12 人），最高：21 人（20 年 17

人），最低：7 人（20 年 7 人） 

全年收支：2021 年 12 月 5 日結存金額：$2634.1 

全年事工重點： 

1. 團契年題為「人生路。祢你同行」，是延續上年的主題，鼓勵基督徒

在社會、職場和家庭活出信仰。 

2. 與神關係 

a) 查經：團契在 2021 年以先知書為查經主題，完成查考五卷小先

知書。 

b) 職場：大部分團友進入職場約一年，除了要面對工作壓力，也有

萌生希望轉工或轉行的想法。因此，團契也安排了一季一次的職

場專題探索，例如：為誰工作為誰忙、職場 MBTI，也有的是由

屬靈前輩分享工作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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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移民：香港的社政氣候急劇轉變，不少人因此選擇移民。團契亦

希望正面回應香港的移民潮，所以舉辦了兩次有關移民的週會，

從聖經的角度了解信徒在古今的移民潮中如何活出信仰。 

3. 團友們關係進深 

2021 年上半年繼續受新冠疫情影響，實體聚會暫停，團契聚會和小

組仍然以網上形式進行。下半年 疫情減退，團契則以線上線下形式

同時進行。 

網上形式的週會和小組，的確增添了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但感恩在

年底仍可以在戶外週 BBQ、以及在聖誕節當日舉行聯歡派對。 
 

回顧及前曕： 

1. 繆少嫻傳道於 2021 年 9月 30日離任，大衛團交由於 2021 年 9月 1 日

新上任的李仲陽傳道負責。 

2. 團契在 2021 年以「全民皆兵」的方向來一起承擔今年的週會，以減

輕職員和導師的負擔。 

3. 疫情反覆，實體聚會斷斷續續。不論是團友在職場上的適應，團友個

人的靈命、團契的相交生活、以及對會堂的投入和歸屬感，都面對著

一定程度的挑戰。盼望大家在隔離中，感受到相聚的可貴，在疫情完

結後，更積極投入教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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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事奉小組 
一. 兒童事工小組                                                                                                                                  李國基 

負責人：李國基 

策劃：李國基、黃耀、劉加裕、李陳佩君、楊陳芷筠、麥家慧、 

謝陳紫婷、馬周佩珍、周黃詠詩 

出席人數︰ 

小天使：最高 16 人   最低 5 人  平均 10 人 

小門徒：最高 8 人     最低 2 人  平均 5 人 

小精兵：最高 4 人     最低 1 人  平均 3 人 

總計︰    最高 28 人   最低 8 人  平均 18 人 

全年收支：奉獻：$1,151.6（撥歸教會恆常奉獻）；支出：$3,333 

目標： 

秉承箴言二十二 6 的教導：「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

也不偏離。」透過「童心樂園」，讓孩子有一個穩定的平台持續地同心

敬拜主，建立一顆喜樂的心，學習愛神、愛人。 

全年事工： 

因疫情緣故，上半年「童心樂園」以網上聚會(Zoom)形式進行，

讓孩子繼續相聚，繼續學習真理。小天使活動於每月第 1、3 周星期六

上午舉行，第 2、4 周星期六發放跟進活動短片；小門徒和小精兵則在

每個星期日進行，教導孩子學習真理。 

由 6 月 19 日開始，教會回復現場(大元邨)聚會，但為了符合政府

防疫政策的規定，控制回教會的人流，小門徒、小精兵和小天使只能隔

周輪流回教會聚會。無論是導師還是小朋友，大家都珍惜可以面授上課、

面見相聚的時間。 

由 10 月 7 日開始，教會回卍慈中學聚會，小門徒、小精兵和小天

使回復每星期聚會。 

在年初，為了教導小朋友學習關心和尊重神的工人，導師在網上聚

會中指導小朋友完成心形摺紙手工，並寫上感謝語句，然後將手工寄回

教會給各全職同工，好讓小朋友能實踐聖經在這方面的教導。 

12 月 21 日是教會福音主日，「童心樂園」在崇拜中進行了表演活

動：透過小天使的歌舞表演，大家同心敬拜；透過小門徒、小天使的聲

演故事，大家重溫耶穌降生的事蹟。小朋友一同參與，一同學習傳福音，

亦可藉此邀請親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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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2 年 1 月 2 日崇拜中，「童心樂園」舉辦了「2021 年童心樂園

頒獎禮」，由幾位傳道同工負責頒發獎品和證書，以鼓勵努力參與「童

心樂園」的小孩子，程序簡單，但意義重大，是對孩子在這年來的努力

的肯定。 

發展方向： 

展望 2022，期望疫情穩定後「童心樂園」能持續面授上課，導師

能更有效地教養孩童，小朋友能同(童)心敬拜。此外，我們也希望有年

青的導師加入事奉，讓兒童事工的發展更多元和更遠矚。 

 

二.中學生事工小組                                                                 李仲陽 

負責人：陳寶蘭、李仲陽 
核心策劃小組︰繆少嫻(1~9 月)、李仲陽(10~12 月)、馬鴻發、 

楊國豪、黃諾祈、黃陳慧儀 

導師︰黃陳慧儀、黃文慧、李家仁、劉加裕 

基督少年軍︰繆少嫻(1~9 月)、黃耀 

目標： 

1. 接觸中學生，與他們建立關係，並向他們傳福音。 

2. 建立中學生的團契 (或群體)，讓他們可以繼續在教會中成長。 

3. 建立導師們的事奉團隊。 

全年事工： 

1. 生命師傅 

a) 由 2020 年起受全球新冠疫情所影響，學校對外關閉，有關生命

師傅的活動已經暫停。 

2. 基督少年軍 

a) 第三屆立願禮因新冠疫情影響下取消一次。 

2020~2021 學年第三屆分別有： 
i)隊牧：黃耀；副隊牧：繆少嫻（1~9 月）、李仲陽（10~12 月） 

ii)   隊長：羅鳳美老師；導師：黃昭瑋老師、賴燕明女士(家長) 

iii) 隊員：17 位中三學生、36 位中二學生、24 位中一學生 

b) 全年恆常逢星期三下午的入校活動暫停。 

c) 2021 年 7 月 5 日考試後，基督少年軍舉辦了一次集隊，內容是集

體遊戲、見證錄影、副隊牧分享 20分鐘信仰信息；同時，也宣傳

7 月 17 日至 8 月 7 日連續四個星期六的暑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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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021年 9月 21日中秋節當日，進行新學年的第一次集隊，副隊牧

負責了兩節 25分鐘的活動，接觸中一和中二的學生，並宣傳新成

立的中學生團契。 

e) 2021 年 11 月 13 日，進行第二次集隊，由中學生事工的成員負責

接近 4 小時的活動和遊戲，主要是接觸中一的學生，並宣傳新成

立的中學生團契。 

3. 暑期中學生活動 

a) 名稱：「暑期中學生 GO！」 

b) 日期和時間：2021年 7月 17日至 8月 7日(連續四個週六)，上午

十時半至十二時。 

c) 活動內容：i) 剌激小遊戲、ii) 電競比賽、iii) 甜點製作、iv) Check 

point 解謎。 

d) 參與人數：總共 17人 (包括基督少年軍中一至中三學生：12人；

應屆 DSE 考生：2 人；相關朋輩：3 人) 

e) 最後一次活動中，吳嘉兒同學決志信主，並開始了栽培。 

f) 兩次跟進活動： 

i) 2021 年 8 月 15 日：中學級主日學重聚日，有 12 位同學於主日學

時段回來重聚玩遊戲，並聽了一次五色珠的信息。 

ii) 2021年 9月 18日：約書亞團整月餅活動，有 3位同學一齊參與和

約書亞團團友整月餅，氣氛愉快。 

g) 於暑期活動後，李皓正同學和李家輝同學穩定地參與教會崇拜和

中學級主日學。 

4. 新中學生團契之成立 

a) 因應「暑期中學生 GO！」的反應，經事工成員和長執商議後，

決定於 2021 年 10 月起試辦中學生團契，以服侍新回來的中學同

學的需要。 

b) 試辦期由 10 月 9 日至 12 月 18 日 (隔週六) 上午十一時至下午十

二時三十分。 

c) 新中學生團契的導師主要是李仲陽傳道、黃諾祈弟兄、黃陳慧儀

姊妹。 

d) 出席：最高 18 人   最低 10 人  平均 13 人 

e) 收入︰$2,000（從教會經常費支付）  支出：$2,257.3 

4. 卍慈以外的中學生 

a) 邀請了中學生主日學的同學 (李若嵐、李雋軒、張欣宓) 在暑假

活動中一起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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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導師們培訓 

a) 由於受疫情所限，今年都不能進入校園接觸學生，全年活動暫停。

有見及此，從 8 月起，導師們每月以網上形式進行培訓，裝備迎

接疫情過後的服侍。培訓日期及內容如下： 
 

 

 

 

 

回顧及前瞻： 

1. 陳寶蘭傳道和繆少嫻傳道分別於 2021年 6月 30日和 2021年 9月

30 日離任，中學生事工交由於 2021 年 9 月 1 日新上任的李仲陽

傳道負責。 

2. 2021 年全球新冠肺炎逐漸緩和，學校慢慢回復面授課堂，停辦

了一年多的基督少年軍活動亦開始恢復集隊。 

3. 「暑期中學生 GO！」吸引了十多位卍慈中學生返來教會，亦推

動了新中學生團契之成立。 

4. 由於接觸中學生的方法較為單一，主要集中於卍慈中學，而導師

與學生們又未建立緊密的聯繫，日後中學生事工的服侍與學校的

配搭，可以作更多長遠的計劃、溝通、配合和檢視。 

5. 期盼明年，疫情緩和，學校開放，中學生事工可再次出發。 

三.家長福音事工小組                                                                                                                  勞曾麗珊 

負責人：勞曾麗珊 

組員：郭活玲、胡黃文璧、岑麗珍、張彭慧娟、李李婉儀、王潔萍 

事工理念︰ 

1. 藉不同機會與方式向肢體的家長傳揚福音，見證主恩。 

2. 推動肢體積極帶領家長認識福音，歸向基督。 

全年事工回顧：  

疫情持續至下半年回穩，但群聚與餐膳始終存在風險，邀請家長赴

會也有難度。感恩短宣中心不嫌人數有機會受影響，於 11 月 13 日下午

合辦【粵韻頌佳音】福音粵曲佈道會，出席者除了肢體家長還有大元邨

和富亨邨街坊。聚會前組員用心籌備，弟兄姊妹邀約親友，參與派發單

張，崇拜同心代禱，全教會投入佈道工作，感謝神在當中的帶領。 

6/3/2021 團隊與隊員 

10/4/2021 團隊與隊員 II 

8/5/2021 異象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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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 

疫情再次肆虐，願神再次教導我們—傳福音機遇雖有限制，唯願我

們的心志不改，在不得時仍探求祂所賜的機會，願主幫助。 

四. 培訓小組                                            吳佩儀 

負責人：吳佩儀 

顧問：黃耀 

組員：張照昌 黃周艷芳  

目標： 

小組藉著三個目標去建立信徒之整全生命 

1. 成為會友(Membership)：幫助初信弟兄姊妹掌握救恩真理並清楚得  

救，受浸歸入基督。 

2. 邁向成熟(Maturity)：信徒能掌握基本聖經真理，對聖經有整全的認

識。 

3. 參與事工(Ministry)：清楚自己事奉的恩賜，掌握基本事奉技巧。例

如：佈道訓練、栽培訓練、如何帶領小組查經等。 

本年度事工： 

1. 成為會友(Membership)：本年度設有家長福音班，因疫情持續，上

半年延續速讀聖經計劃，終完成了綜覽一次以色列人的歷史(覆蓋書

卷包括有摩西五經，書、得、王(上下)、拉尼斯)。下半年恢復面授

課堂，著重生活化淺談信仰；第四季以新編內容—淺談聖經歷史、

誰是真神、認識神的媒介及基督降世的課堂內容。而青年栽培班，

因疫情關係需要暫停。 

2. 邁向成熟(Maturity)：本年度曾在主日學教授以下課程及書卷，藉以

幫助弟兄姊妹掌握聖經真理 (詳情見主日學報告)： 

舊約書卷：箴言（1~3 月）、撒母耳記上、下（1~12 章）、 

          以西結書（7~9 月） 

教義神學︰會遇系統神學 I & II（4~6 月、10~12 月） 

3. 參與事工(Ministry)： 

因疫情關係，本年度未能推動實習導師培訓及其他需要面授之培訓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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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及展望： 

1. 我們當中的青年人成長了，面對忙碌的職場工作，家庭的擔子，沒

有太多時間、心力承擔實習導師的事奉，求主繼續興起新一代的年

輕導師，有謙卑及受教的心，願意接受正導師之督導及培訓，操練

靈性及事奉技巧，培養屬靈品格、作主忠心僕人，敢於面對挑戰、

甘心樂意服侍教會的下一代。 

2. 雖然於 10 月重開卍慈作主日場地，並於 11 月 12 月分別舉行粵曲福

音聚會及聖誕福音主日，應可凝聚新朋友一同認識主，但由於疫情

又再肆虐，現場聚會又需要暫停，接觸新朋友和栽培初信者都有很

多限制，願疫情過後可重新開始緊密的佈道和貼身到地的栽培以鞏

固初信者的靈命。  

3. 在疫情中培訓事工都暫時停頓下來，或用網上教學代替實體教學，

但仍面對多方面的限制，盼望疫情結束後培訓事工可重新規劃，更

有效和整合新方向栽培新一代的導師，培育新一代的領袖。 

五. 敬拜隊                                                                                                                                                楊國豪 

負責人：楊國豪 

總務：梁子健 

隊員：楊國豪、梁子健、許錦洲、吳子豐、劉德怡、鄭廖家瑩、 

林王錦燕、黃羅明兒、鐘苑婷 

全年事工： 

感謝神賜恩給我們，讓我們在崇拜中用音樂、歌聲事奉祂，與會眾

一同敬拜，從而建立一個敬拜神的生命。我們除了練習崇拜的詩歌、熟

習流程外，也會作簡單的聲樂訓練及樂理講解，好讓隊員們能在聖樂事

奉上有更全面的裝備。  

為使敬拜隊能更專心在音樂性的事奉上，梁子健弟兄會協調主席與

敬拜隊之間的文件往來及溝通。盼望我們除了在崇拜中敬拜讚美神外，

也可在其他崗位上事奉神，願意神繼續在敬拜隊中興起更多作主席/帶

領的肢體。 

在 2021 年度上半年因為疫情原故敬拜隊停止了站台及每星期之練

歌，由 7 月開始我們恢復了星期三晚回教會練習及星期日站台，由於疫

情關係，我們暫時在大元邨崇拜，每星期只會安排 2~3 名隊員站台，也

請記念隊員們的心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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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及前瞻： 

2022 年林王錦燕姊妹將會離開香港到台灣生活，謝謝她一直的盡

忠服侍，願天父保守她一家的新生活。目前敬拜隊的事奉人手仍見緊拙，

因為當中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兼任其他崇拜事奉崗位。因此我們祈求神興

起更多有恩賜的弟兄姊妹加入崇拜及敬拜隊的事奉，與我們一同彈琴歌

唱讚美神。此外，我們也鼓勵隊員參與其他音樂機構的事奉，藉以觀摩

及裝備自己，作一個忠心的敬拜者。 

六. 盈豐集                                                                                                                            廖家瑩 

負責人：廖家瑩 

職員：周志成、李李婉儀、朱迪怡、梁奕思 

全年支出  ：$625 

全年事工： 

全年出版了兩期「盈豐集」，期數為 102 至 103 期。 

回顧及前瞻： 

102 期盈豐集以「疫情下的反思」為主題，103 期則以「再出發」

為主題。此外，「傳道心語」為我們帶來「我們堂會的屬靈傳統」及

「教會再出發」的提醒與反思。海外肢體分享他們生活與事奉上的經歷，

讓我們深深感受到主內的愛的結連。今年多位編輯輪流擔任排版工作，

也是新的嘗試。 

在疫情籠罩下，感恩盈豐集這平台盛載著弟兄姊妹的文字分享與交

流，見證轉變下神恩同行。期望大家踴躍分享，一同數算主恩。 

七. 宣教小組                                               黃玉冰 

負責人：黃玉冰 

職員：楊林佩誼、許譚頌賢、黃文慧、 李家仁、鄭志威 

全年事工： 

因為新冠病毒疫情緣故，全年只有短時間可返回教會，所以我們主要是

在網上用 Zoom 分享宣教士代禱事項及祈禱，每隔月一次，全年共有六

次。遠在英國的楊林佩誼姊妹也有參與在其中，並有分享他們夫婦前往

愛丁堡四天的宣教短宣體驗。7月 24日（日）接待譚慧儀牧師前來證道



頁 21        大埔基督徒會堂 2021年年報 

  

及安排共進午餐。10月 5日（二）及 10 月 17日（日）分別負責教會的

宣教事工祈禱會。 

回顧及前瞻： 

明年小組運作情況，仍未得知，只靠主引導。 

八.探訪小組                                                                                                                                           勞曾麗珊 

組長：勞曾麗珊 

組員：廖獻威、張家豪、岑麗珍、黃陳就萍、莊靜雯、林王錦燕、張劉

宇婷、楊陳芷筠、李陳穎儀、王潔萍 

目標： 

關懷和探訪教會有需要的肢體或親友，透過學習關懷別人與被別人

關懷，成就相愛的交流。 

全年事工： 

新冠肺炎在下半年漸趨穩定，唯醫院和長者院舍只接受家屬有限度

探訪。家訪茶聚未完全安心，為顧及探訪者與受訪者，只能作少量有需

要的家訪。 

前瞻： 

2022 年一月社區確診數字上升，書寫時已是新冠疫情第五波確診

頂峰階段(每天感染者達 5 位數字)。上年中檢討過探訪小組的服侍形式

過往遇到不同限制：如隊員難夾時間出隊、家訪未完全適切現代人的喜

好…因此反思探訪目的是為關懷，既然關懷是重心，那麼就不必受形式

所限。 

2022 年正式改組「關懷小組」，透過不同服侍模式去傳達關懷，例

如：電聯關懷、電子慰問卡、關懷中轉站—傳道同工轉達弟兄姊妹對遇

事肢體的關懷。希望關懷形式多樣化，關懷成為我們之間自自然然的事，

是弟兄姊妹間重視的核心價值。 

九. 行政總務小組                                          吳佩儀 

負責人：吳佩儀 

組員：李世君、鄧永福、鄧張燕儀、葉偉良、梁子健、黃陳慧儀、 

黃詠君、鄧康堯 

小組目標： 

1. 令教會有秩序、有系統，讓會友回到教會感到有安全感及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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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化教會行政程序，令行政工作更有效率。 

3. 美化、裝飾教會，令教會整潔美麗，幫助新朋友投入聚會，例如：

特別節日佈置。 

4. 準確地統計主日聚會出席紀錄。 

5. 管理、更新教會網頁以増強弟兄姊妹之聯繫及教會消息之發放。 

6. 在疫情中加強教會清潔消毒以保障弟兄姊妹的健康，免受感染。 

全年事工： 

1. 在農曆新年裝飾正堂以增添節日氣氛及美化教會。 

2. 應用 CIS 系統於主日聚會點名以管理主日聚會出席紀錄。 

3. 管理及更新教會網頁以増強弟兄姊妹之聯繫、教會消息之發放及教

會資源的保存及傳遞。 

4. 協助敬拜隊購買詩歌版權。 

5. 運用 Google form 以幫助大元及卍慈之場地借用更方便。 

6. 運用新拍卡系統 i.Timex 讓教會保安更有效。 

7. 在疫情中因限聚令的關係，小組組員未能到教會當值，感謝惠燕姊

妹代勞，清潔大元堂址以確保教會的整潔及安全。 

8. 10 月開始重新租借卍慈學校禮堂及課室作主日場地，小組協助場地

的清潔及消毒，感謝惠燕姨和各組員的努力。（卍慈埸地於 2020 年

2 月 2 日開始停用） 

9. 支援及協助教會 6 月之水禮及 11 月之兩堂聯合浸禮，一同見証神的

恩典。 

前瞻： 

1. 期望新教會網站，加強網頁保安，以便更有效發放教會消息，加強

弟兄之間的連繫及對外宣傳。 

2. 利用出席記錄 Google Form 並配合 CIS 系統，以便更有效及準確地

統計崇拜出席。 

3. 確保聚會場地整潔及全面消毒，讓弟兄姊安心聚會，同工安心工作。 

4. 願疫情消退，教會重開，弟兄姊妹可再凝聚，彼此相交，小組可更

貼身服侍弟兄姊妹。 

5. 因著資深堂役惠燕姨的退休，感謝主預備了新堂役鍾玉琼女士，更

多謝謝莊婉薇姊妹在過渡期的幫忙和服侍。 

6. 本年度有年輕肢體加入小組服侍，願教會行政工作更上一層樓，更

有效服侍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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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週年記事 
1. 1 月 3 日（日）於大元堂址舉「三十周年堂慶感恩崇拜」，並有母堂

肢體一同出席，彼此數算主恩，記念主愛。 

2. 教會維持每月第一個星期二晚上的教會網上祈禱，和第三個主日崇

拜後的現場祈禱，鼓勵弟兄姊妹一起來參與。 

3. 第一季開兩個網上主日學青成級新課程︰（i）箴言︰導師為陳寶蘭

傳道﹔（ii）士師記︰導師為張照昌傳道。 

4. 由 3 月 7 日至 4 月 3 日舉行「祢．我．他的【受難節】」一同默念主

恩．靜思省察．扶助苦困。 

5. 4月 2日（五）晚上舉行受難節崇拜，網上及現場崇拜同步進行，講

員為黃耀長老，主席為李國基執事。 

6.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教會需要關閉︰1月 3日~4 月 1日（共 13週）；

4 月 2 日大元堂址重開現場崇拜。 

7. 4 月 7 日至 6 月 30 日主日學青成級開始兩個新課程︰（i）「會遇系

統神學」選讀︰導師為黃耀長老，時間改為星期三晚上 8:30 舉行；

（ii）撒母耳記（上）︰導師為張照昌傳道，仍保留在主日上午 9:30

舉行。網上及現場同步進行。 

8. 6 月 6 日舉行兩堂聯合堂慶感恩崇拜以慶祝大埔堂 30 周年堂慶及母

堂 50 周年堂慶，講員為朱昌錂牧師（中華福音使命團總幹事）；並

於崇拜前舉行兩堂聯合堂慶特備聚會兩堂聯合賀「金．珠」。  

9. 6 月 13 日（主日）前透過「你講我知」問卷 Google Form 收集教會

事奉肢體的意見，代替 4 月因疫情取消之「事奉領袖交流會」。 

10. 6 月 20 日開始「童心樂園」重啟，「小精兵」、「小門徒」及「小

天使」隔週在教會現場聚會。 

11. 6 月 27 日（日）崇拜中舉行教會水禮。大埔堂接受水禮肢體：尚正

昆弟兄及李曉暉弟兄。 

12. 7 月 17、24、31 日及 8 月 7 日（六）上午於大元堂址舉行中學生暑

期活動。 

13. 8 月 29 日（日）上午崇拜後於正堂舉行事奉人員交流會。 

14. 9 月 26 日（主日）舉行兩堂聯合崇拜暨紅磡堂長老按立禮，何健恒

執事及謝思名執事被按立為紅磡堂長老。 

15. 10 月 3 日（日）開始大埔堂重回卍慈中學主日聚會，把主日崇拜、

主日學及童心樂園移回卍慈中學禮堂及一樓課室舉行。（於 2020年 2

月 2 日停止借用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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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0 月 3 日上午主日學樂道班在卍慈中學重開。（於 2020 年 2 月 2 日

停止課堂）。 

17. 10 月 16 日（六）開始中學生團契聚會，時間為隔週六上午 11 時於

大元正堂舉行。 

18. 10月 24日主日崇拜中舉行嬰兒奉獻禮：林澄川弟兄及林鄭文莉姊妹

之二女兒林沛盈；尚志超弟兄及尚方嘉敏姊妹之兒子尚仁及尚哲；

蔡大行弟兄及蔡朱秀婷姊妹之二兒子蔡望曦將參加嬰兒奉獻禮。 

19. 11月 7日下午在大元堂址禮堂舉行事奉人員交流會（2）以傳達新年

度教會異象和方向，讓整體會眾能一同努力，同心同行。  

20. 11月 13日（六）下午於大元正堂舉行粵韻頌佳音—福音粵曲佈道會：

短宣中心「頌青福音粵曲佈道團」與周婉珍傳道獻唱及傳講福音信

息。 

21. 11 月 28 日（日)於卍慈中學舉行兩堂聯合崇拜暨浸禮及轉會禮：當

天在操場設流動浸池為肢體施浸。證道：杜嘉恩長老，施浸：黃耀

長老。大埔堂受洗肢體︰林葆真弟兄、鄭偉豪弟兄、李雋軒弟兄及

梁方正弟兄。紅磡堂受洗肢體：劉美蓮姊妹、黃佩靜姊妹、馮樂怡

姊妹、何悅瑤姊妹、黃心悅姊妹及謝卓琳姊妹。  

22. 12 月 12 日（日）上午於崇拜後隨即舉行「家會」。 

23. 12 月 26（日）上午於卍慈中學禮堂舉行聖誕福音主日，主題為「跌

嘢梗會搵」。講員：梁俊豪傳道，主席︰胡黃文璧姊妹。內容︰詩歌、

講道及「童心樂園」表演。 

 

 

 

IV  人事動態 
1. 1 月 13 日（三）黃森全先生（黃健強弟兄的父親）因病離世。 

2. 4 月開始張欣宓姊妹及歐陽靖姊妹應考「高考」DSE，於 7 月 21 日

（三）放榜，於 8 月 12 日（四）大學聯招放榜。 

3. 5 月 22 日（六）黃諾祈弟兄及陳慧儀姊妹於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

堂舉行婚禮。 

4. 5 月 23日崇拜後歡送傅錦華姑娘，姊妹於 5 月 31日完結本會堂牧職

實習。 

5. 6 月 2 日（三）何謝勝帶姊妹因病安息主懷。 

6. 6 月 19 日（六）李仲陽弟兄及潘樂怡姊妹舉行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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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月 30日陳寶蘭傳道辭任大埔堂牧職事奉，於 6月 20日崇拜後歡送

姊妹。 

8. 7 月 7 日陳敏安弟兄媽媽陳黃曼琴姊妹因病安息主懷。 

9. 7 月中李偉賢弟兄一家，因公司工作的安排派到海外工作。 

10. 7 月 31 日梁俊豪傳道的外母郭蔡佩華姊妹安息主懷。 

11. 8月 7日（六）謝兆源弟兄及謝陳紫婷姊妹兒子守道順利出世，孩子

重 3.1 公斤。 

12. 8 月 26 日（五）早上尚正昆弟兄於因病安息主懷。 

13. 9 月 1日李仲陽弟兄加入大埔堂牧職事奉，於 9 月 5 日（日）崇拜中

舉行就職禮。 

14. 9 月 21 日（二）梁聖康弟兄及梁陳卓絲姊妹之女兒安然順利出世。 

15. 9 月 30 日繆少嫻傳道辭任大埔堂牧職事奉，加入世界福音動員會

（OM）香港辦事處服侍，於 9 月 12 日崇拜後歡送姊妹。。 

16. 10 月 9 日（六）下午陳建榮弟兄及謝秀怡姊妹於九龍塘浸信會舉行

婚禮。 

17. 11 月 8 日（一）李志聰弟兄及李陳穎儀姊妹之女兒熹澄 Sophia 順利

出世，孩子重 3.1kg。 

18. 11 月 13 日（六）梁子健爸爸梁志明先生因病安祥離世。 

19. 12 月 14 日（二）劉昌明先生（劉志敏弟兄父親）於因病離世。 

 

 

 

V  本堂同工 
堂主任：黃耀長老 

傳道：勞曾麗珊傳道、張照昌傳道、李仲陽傳道（9 月 1 日到任）、 

陳寶蘭傳道（6 月 30 日離職）、繆少嫻傳道（9 月 30 日離職） 

傅錦華傳道（2020 年 6 月–2021 年 5 月實習） 

長老：杜嘉恩弟兄、黃耀弟兄 

執事：胡耀光弟兄、黎汝業弟兄、李國基弟兄、馬鴻發弟兄、 

楊國豪弟兄、吳佩儀姊妹、黃玉冰姊妹、郭活玲姊妹 

行政幹事：吳佩儀姊妹 

堂務：關劉惠燕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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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2021 年度事奉人員名單 
事奉 

崗位 

2021 年度事奉人員(粗體加底線者為組長) 關顧 

同工 

崇拜 

 

主席：胡黃文璧 黎歐淑賢 黃周艷芳 李國基 劉炯森  

梁子健 繆少嫻 

司琴：楊國豪 李國基 袁金芷洋 鄧麗詩 黃文慧 李若嵐 

司他：楊國豪 劉志敏 林啟鴻 張欣宓 

敬拜隊：楊國豪 劉德怡 梁子健 吳子豐 許錦洲  

廖家瑩 林王錦燕 黃羅明兒 鍾苑婷  

接待：首席接待員 - 黃玉冰 郭活玲 吳佩儀 

接待員︰陳敏安 何鄧幼蘭 李歐雪貞 謝莊婉薇 潘郭愛心 

楊郭梅桂 曾浩航 陳周鳳玲 陳陳愛清 張貞鳳  

黃綺霞 張彭慧娟 潘孫力 黃陳就萍 李志聰  

李陳穎儀            

投影：張家豪 何明德 吳子豐 鄭志威 林立志 黃慧卉  

PPT製作：吳佩儀 麥子偉 何明德 黃慧卉 朱迪怡 黃詠君 

梁奕思 鄧康堯 

音響：周栢豪 李恆敬 何明德 謝兆源 梁聖康 李家仁  

林立志 

攝影：謝兆源  

做聖餐餅︰陳陳愛清 

黃耀 

主日學 校長：吳佩儀  司庫：黃綺霞   

大專級聯絡人：黃何蕙嫦 

成人級聯絡人：黃玉冰     

導師：中學級：繆少嫻 莊靜雯 黃諾祈  

大專級︰黃何蕙嫦 馬鴻發 蔡大行 傅錦華 

青年級：黃耀 張照昌 陳寶蘭 

成人級（樂道班）：胡耀光 黃玉冰 屈婉雯 黃健強 

家長福音班︰林炳坤 岑麗珍 胡黃文璧 勞曾麗珊 

青年福音班︰郭活玲 吳佩儀   

吳佩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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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 以琳團-導師：勞曾麗珊 

       職員：關劉惠燕 唐王鳳儀 張馬錦冰 林炳坤 

嗎哪團-團長：郭活玲  職員：黃玉冰 

       組長：郭活玲 黃玉冰  

但以理團-導師：黃耀  

       組長/職員：劉志敏 廖家瑩  

以勒團-導師：張照昌 傅錦華 

       組長/職員：李偉賢 吳子豐 黃羅明兒 

約書亞團-導師：陳寶蘭 馬鴻發 

         組長/職員：黃嘉曦 林啟鴻 黃諾祈  

林盧泳斯 鍾苑婷 黃小蓮 

大衛團-導師：繆少嫻 黎歐淑賢 梁聖康 

       小組導師：楊林佩誼 蔡朱秀婷 

       職員︰林立志 陳有恆 

 

兒童 

事工 

小組 

李國基  

核心策劃小組︰李國基 黃耀 李陳佩君 楊陳芷筠 馬周佩珍 

周黃詠詩 麥家慧 謝陳紫婷 劉加裕 

教導聖經︰李陳佩君 袁金芷洋 楊陳芷筠 馬周佩珍  

李呂雪玲 周黃詠詩 謝陳紫婷  

領活動︰劉炯森 林樂恆 阮智榮 李陳佩君 劉李嘉慧  

廖陳慧雅 李李婉儀 馬周佩珍 楊陳芷筠 李呂雪玲 

周黃詠詩 李陳穎儀 許譚頌賢 謝陳紫婷 劉加裕 

潘樂怡 黃詠君 

黃耀 

中學生

事工 

小組 

核心策劃小組︰陳寶蘭 李仲陽 繆少嫻 馬鴻發 楊國豪  

黃諾祈 陳慧儀  

導師︰李家仁 陳慧儀 黃文慧 劉加裕 

基督少年軍︰繆少嫻 李仲陽 黃耀 

黃耀 

家庭事

工小組 

核心策劃小組︰張照昌 黃耀 黃周艷芳 林鄭文莉  

活動支援︰何明德 

張照昌 

家長福

音事工

小組 

勞曾麗珊 郭活玲 胡黃文璧 岑麗珍 張彭慧娟 王潔萍  

李李婉儀 

勞曾 

麗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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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 

小組 

勞曾麗珊 岑麗珍 黃陳就萍 廖獻威 張家豪 莊靜雯  

張劉宇婷 林王錦燕 楊陳芷筠 王潔萍 李陳穎儀 

勞曾 

麗珊 

宣教 

小組 

黃玉冰 李家仁 鄭志威 許譚頌賢 黃文慧 楊林佩誼 黃耀 

盈豐集 廖家瑩 周志成 李李婉儀 朱廸怡 梁奕思 黃耀 

電腦 

小組 

林澄川 林啟鴻 李家仁 陳慧儀 黃耀 

培訓 

小組 

吳佩儀 黃周艷芳 張照昌 吳佩儀 

教會 

行政 

行政總務小組︰吳佩儀 李世君 鄧永福 葉偉良 梁子健 

鄧張燕儀   黃陳慧儀 黃詠君 鄧康堯 

維修小組：楊國豪 

圖書小組︰吳子豐 

吳佩儀 

男士事

工小組 

黎汝業  張照昌 李志聰 何明德 黎汝業 

司庫 

(財務 

小組) 

黎汝業（司庫）  王潔萍(會計) 

點算奉獻：曾浩航  馮惠貞 黃綺霞  莊敏琪 張馬錦冰 鄧麗詩 

慈惠/宣教奉獻：司庫–郭活玲 胡耀光 

               點算–莊敏琪 王潔萍 

黎汝業 

30 週年 

堂慶 

小組 

馬鴻發  黃小蓮  林沛欣 黃耀 

擴堂 

小組 

馬鴻發(召集人) 黃耀 

 
  

  



頁 29        大埔基督徒會堂 2021年年報 

  

VII   財務報告 

一    2021 年收支表 
 

   2021 2020 % 

經常性奉獻           3,660,121  3,605,073 2% 

政府保就業津貼   286,500  

定期存款利息              21,626    342,136 -94%  

合共收入           3,681,747  4,233,709  

       

支出          

文具, 影印機保養                    5,207 3036 72% 

保險                   38,880  41,166 -6% 

核數費                   12,300  14,800 -17% 

修理費、渠務及 

泠氣保養 
                  19,415  28,414 -32% 

大廈管理費及物業租金                  670,214  518,048 29% 

銀行手續費                     660  810 -19% 

清潔                   58,179  61,555 -5% 

電話費                    5,616  6,476 -13% 

電費, 水費                   30,157  10,252 194% 

什支(成立新註冊團體， 

辦公室用品) 
                  41,847  45,169 -7% 

大埔院牧事工及 

神學教育 
                  23,000  40,500 -43% 

教會網頁   16,884   

特別禮物                   15,032  6545 130% 

上網费用                  2,366    

書本 & 詩歌版權費                   10,036  907 1007% 

基層抗疫    297,801  

特別聚會 & 捐款                   11,350  9,294 22% 

外來講員費 

(崇拜及主日學) 
                   1,600  3,200 -50% 

醫療津貼                    3,615  5,170 -30% 

神學生實習津貼                   80,279  116,677 -31% 

薪金                 2,129,785  2,292,720 -7% 

僱員公積金 (MPF)                   84,137  93,300 12% 

 支出總計  3,241,309 3,615,090 -10% 

餘 440,438 618,619 -29% 

減 :宣教和建堂基金 

（轉數） 
          1,098,036          1,081,507  2% 

共餘            (657,598) (462,888) 4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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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21 年資產負債表 

 
 -資產-   

固定資產    

器材及裝修   $       1,783,113   $      1,783,113  

   

   

流動資產   

水、電 、領展按金,其他             183,191   

      

現金及銀行存款  $     34,813,749  $     34,996,940 

合共   $     36,780,053 

      =============  

   

 -負債-   

流動負債   

未付數  $           67,293   $           67,293  

   

儲備   

宣教基金  $          184,287   

建堂基金  $     29,472,259   

慈惠基金  $             1,809   

(特别)教育基金  $          200,000   

今年盈餘  $        (657,598)  

累計儲備  $       7,512,003   $     36,712,760 

合共   $     36,780,053  

    ============  

      

附註   

1/ 2021 宣教基金收入共  $          595,015    

（包括從經常費奉獻的 10% 轉數 366,012 及 宣教奉獻 229,003 ） 

2/宣教基金事工支出共  $          62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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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II   附錄 

一. 2021年度教會行事曆  

主題：靜候主命、復興神家 

 

月 日 禮拜 聚會 聚會對象 備註 

1 3 日 30週年堂慶感恩崇拜 所有肢體 
在大元堂址舉行 

 上午11:00 

4 
10/4~ 

1/5 

（逢星

期六） 
浸禮班 準備受浸肢體 上午10:00~12:00 

4 2 五 受難節崇拜 所有肢體 

詩歌、讀經、 

默想十架救贖 

晚上7:30~9;00 

4 5~6 一~二 同工靜修營（取消） 同工、執事 長洲慈幼靜修院 

4 25 日 嬰兒奉獻禮（取消） 所有肢體 崇拜中舉行 

5 23 日 週年全體會員大會 本堂會友 崇拜後舉行 

6 6 日 兩堂聯合堂慶 兩堂肢體 紅磡堂 

6 13 日 家庭主日 所有肢體 
講員︰建道神學院 

劉佩婷博士 

6 27 日 教會浸禮 所有人士 大元堂址 

7 3 六 同工退修日 本堂同工 退修、禱告、分享 

7 25 日 差傳主日 所有肢體 
譚慧儀牧師 

（中福團） 

8 29 日 事奉人員交流會 所有肢體 下午2:00-4:00 

9 9~30 
（逢星

期四） 
浸禮班 準備受浸肢體 晚上8:00~10:00 

9 26 日 
兩堂聯合崇拜暨 

紅磡堂長老按立禮 
所有肢體 

按立何健恒執事及 

謝思名執事為 

紅磡堂長老 

10 24 日 嬰兒奉獻禮 所有肢體 崇拜中舉行 

11 13 六 福音粵曲佈道會 所有人士 
短宣中心主領  

下午3:00-5:00 

11 14 日 

基督少年軍 

363分隊立願禮 

（取消） 

所有肢體 崇拜中舉行 

11 28 日 兩堂聯合崇拜及浸禮 所有人士 大埔卍慈中學 

12 12 日 教會家會 所有肢體 
分享明年異象， 

上午11:30~12:30 

12 26 日 聖誕福音主日 所有人士 主日學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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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崇拜出席統計 

 

 
 

 

 

 
 
編輯：黃耀長老             資料整理：吳佩儀（行政幹事） 

地址 : 大埔汀角路 10 號 大元邨 大元商場 泰德樓 2 樓 203-207 號舖 

       電話 : 26667966            傳真 : 26678795 

網址 : http://www.tpcc.org.hk   電郵 : info@tpc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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