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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訓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撒迦利亞書四章六節） 

 



                  2019年年會序言 

      

            獻身是今生得勝生活唯一的選擇 

(羅12:1~2)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

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

悅的旨意。 

 

大多數的人以為獻身給神是一種犧牲，因獻身給神意味着你要捨棄一些

東西、你要專一的以主和主的事為優先。但保羅在這裏糾正我們，清楚

的説明獻身給神是聖潔的、神所喜悦並理所當然的。而他更以苦口婆心

的“以神的慈悲”勸我們，生怕我們不獻身就吃虧似的。因為真的只有

奉獻自己給神，才能在這世上過活潑又美好的基督徒生活。 

 

若你希望2019年 

能活得豐富精彩 

教會能興旺有力 

家人經歷神同在 

 

那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今天再一次把自己獻在主手上。要記得，全然獻

給主非但不是剝削我們的好處，反而是得勝生活的起點。 

 

因為 

只有那有永恆價值的東西才值得把我們獻上 

只有創造我們又愛我們的神才真的知道我們的需要 

只有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聖者，才可帥領我們在未來的日子過得豐盛和

得勝。 

到了這時候，請不要再猶疑，把自己獻上，當作活祭，預備好自己迎接

主賜我們的復興。 

                                             宣道堂港澳聯區會                      

                        區牧：藍中港牧師 



基督教宣道堂港澳區聯會 

 

2019年(第十屆區委名單) 
 

區聯會顧問:  藍欽文牧師     (總  堂)     

區聯會主席:  藍中港牧師     (區聯會主席)     

區聯會委員:  劉銳基牧師 (差會)   (氹建小聯會主席) 

楊永康牧師 (物業部)                       (下沙筷小聯會主席) 

梁錦棠牧師     (新北祐小聯會主席)  

陳翠華傳道 (社區服務部) (總  堂)     

彭志偉牧師 (事工發展部/訓練傳道部) (沙梨頭堂) 

余志健牧師 (事工發展部/訓練傳道部) (北 區 堂) 

郭美芳傳道 (禱告部)   (新口岸堂) 

馮漢華傳道 (文書)   (筷子基堂) 

謝淑婷姊妹 (司數)   (總  堂)     

               周慧娟姊妹 (司庫)   (總  堂)     

歐陽棣文弟兄    (總  堂) 

卓瑞珍姊妹              (總  堂)     

周慧香傳道              (潮 州 堂) 

李佩嫺姊妹              (潮 州 堂) 

陳冬梅姊妹              (新口岸堂) 

吳建華弟兄              (美 景 堂) 

盧宏業弟兄              (建 華 堂) 

洪鴻波弟兄              (閩 南 堂) 

李德華弟兄              (閩 南 堂) 

何雲香傳道              (新 橋 堂) 

雷志恆弟兄              (北 區 堂) 

高學舉弟兄              (祐 漢 堂) 

楊永添弟兄              (下 環 堂) 

陳淑娟傳道              (香港旺角堂) 

黃保權牧師         (香港上水堂) 

羅崇威傳道     (台 中 堂) 

 
 



2018年區聯會全年事工回顧 
 
1月14日  區聯會會友年會。 

 

2月18日-20日 新春領袖訓練營,營會主題:作有效的領袖,大會講員:李間想牧師 

            。設有<小領袖、大任務>課程, 對象為參與L.T.I.兄姊的子女(K.1

至小六)。 

            還邀請李牧師的丈夫樊宏恩牧師講解部分課程:有關國內教會的           

發展與未來。 

2月25日     社區中心推動第十屆M&m師友計劃召募, 招募對象：生命導師 

            :21歲或以上的成人,受導者:10-18歲的在學青少年。 

 

3月11日     M&m師友計劃本年第一個活動「War Game大激戰」下午在珠海 

            進行及設有晚餐。 

3月25日  “愛心工程主日”推動各堂會在國內的扶貧工作及愛心工程步行 

            籌款。 

3月30日     區聯會聯合“受苦節十架七言聖餐崇拜”。 

 

4月8-13日   興寧愛心醫療隊順利完成在醫院為 47位 貧困病患進行病例篩 

           選，經診斷後會資助其中20位，有2位待檢查後再考慮資助，有  

           1位待提供手術資料後再商討，另有兩位特殊個案需要頗大筆醫 

           療費用，正跟進和商討中。 

      另外，在龍北中心小學為四至六年級，共六個班，合共約345位        

      學生，進行體檢和衛生教育，其中有13人需要補牙，有7人需要 

      配眼鏡。同時，我們會資助該校進行廁所工程，費用約七萬元 

      人民幣, 籌款目標為人民幣十五萬元。   

 

4月 8日    閩南堂鄧以善牧師夫婦決定提早退休，願主賜福他們未來的道路 

           。而閩南堂堂主任由藍中港牧師暫代。 

 

4月29日   舉行“愛心工程步行籌款”活動, 由何賢公園步行至終點媽閣 

           前地, 在何賢公園設有2個小攤位 (1).北宣兄姊設計短袖T-恤及 

           書簽義賣, (2)總堂姊妹全手作鳥結糖義賣,收益將全數撥入步行 

           籌款,籌款目標為人民幣40萬元。 

           感謝神! 籌得款項共: 727,540.50元。 

 



 

5月份       各堂母親節聚餐。 

 

5月 6日     宣道堂差會第二季季刊出版，還可以透過手機軟件讀取週刊上            

            的QR Code，即時獲取並閱讀有關資訊。" 

5月15日     晚上醫療隊分享會，一同數算主恩、分享感受和了解關心國內 

            醫療服務。 

5月27日    下午5:30-7:30第十屆M&m師友計劃啟動禮暨第七屆成果分享會 

            。主題:【陪著你走】地點:宣道堂總堂A座地下 

 

6月3日      舉行第147屆洗禮暨轉會禮、按手禮、堅振禮名單如下: 

滴 水 禮: (2人) 總堂: 鄧  麗姊妹   潮州堂: 李國全弟兄 

 

堅 振 禮: (1人) 總堂: 甘崇禧弟兄        

 

洗    禮:   (36人)   

總    堂: 鄧  燕姊妹 林莉芹姊妹 梁艷玲姊妹 陳麗絲姊妹   

         孫  璐姊妹 鍾麗恩姊妹 盧紫欣姊妹 歐陽婉琪姊妹  

         黃鎵韻姊妹 曾翠珊姊妹 周恩兒姊妹 周家佩姊妹 

         李保倫弟兄 劉家俊弟兄 袁子聰弟兄 梁恩榮弟兄  

         黃偉傑弟兄 陳兆龍弟兄 

新口岸堂: 陳玉玲姊妹 何玉霞姊妹 鄭慧楠姊妹 曾燕玲姊妹           

美 景 堂: 曹惠仙姊妹 許嘉瑤姊妹 李卓殷姊妹 鄭嘉誠弟兄 

          李勇初弟兄 黃朗熙弟兄  

閩 南 堂: 譚彩欣姊妹 許燕媚姊妹  

新 橋 堂: 張多平姊妹 羅小蘭姊妹 勞健雯姊妹 梁曉情姊妹  

          梁貝兒姊妹 林  勇弟兄 

 

轉 會 禮 ( 4人) 

總    堂: 黃燕芬姊妹 黃玉花姊妹 陳麗香姊妹 王小敏姊妹  

 

按手禮 (10人) 

總    堂: 甘書睿小弟弟  孫美珺小妹妹 馮美桐小妹妹 

潮 州 堂: 曾希辰小弟弟 曾昊義小弟弟 

新口岸堂: 關承希小弟弟  

閩 南 堂: 曾宇心小妹妹 鄭卓嵐小弟弟   

祐 漢 堂: 黃凱信小弟弟 黃芯妤小妹妹 



備註: 

總    堂: 陳惠霞姊妹已於2月15日在家中進行滴水禮。 

總    堂: 鍾粗姊妹已於4月10日在總堂進行滴水禮。 

總    堂: 洪春榮弟兄已於4月14日在家中進行滴水禮。 

總    堂:章炳泉弟兄已於4月16日在伯大尼安老院進行滴水禮。 

新口岸堂: 張仕賢弟兄已於2月7日在鏡湖醫院進行滴水禮,並已 

          於2月11日安息主懷。 

下 環 堂: 林樹財弟兄已於3月16日進行滴水禮,並已安息主懷。 

美 景 堂: 伍少華弟兄已於3月28日在鏡湖醫院進行滴水禮。 

 

6月10日    差會擬定將在台中購置堂址(台中市北區陝西路87/89號),定價為 

           台幣1,900萬，約為港幣500萬元，目前差會約有港幣200萬元購堂 

           撥備，還需要籌得款項港幣300萬元，期望弟兄姊妹為此需要代 

           禱，並為購堂的需要盡力奉獻。 

6月24日    學園主日介绍學園的事工及未來的發展，並印制了一本學園特刊 

6月24日    教會疑有人被詐騙集團欺騙，不斷向身邊朋友借錢，情况嚴重！ 

           兄姊若要借錢幫助人必須要審慎， 務必與家人或最相熟的朋友 

           商量。 

 

7月1日     總堂鄭智穎姊妹加入總堂成為傳道。 

7月1日     澳門青年交響樂團協會主辦， 宣道堂社區服務中心協辦的 "打 

           開心扉"-關懷自閉症兒童音樂會於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舉行。 

7月15日   為了讓各堂兄姊更了解台中堂的購堂情況及發展策略,差會特別 

           推出台中堂購堂特刊供各位閱覽,隨特刊附有台中購堂認獻表。  

 

8月 5日    差會第三季季刊已出版, 還可以透過手機軟件QR Code,閱讀有關 

           資訊。 

8月7-9日   暑期領袖訓練營,主題：在俗世中發光,大會講員：何志滌牧師。 

           設有<小領袖、大任務>，對象為參與訓練營兄姊之子女。 

8月10 日   遍傳高峰日。 

 

9月 3日    閩南堂 正 式 落 訂 購買 永豐工業大廈七樓作為堂址，面積共 

           17,500平方呎，售價4,780萬， 

9月3~5日   同工事工研討會。 

 



9月23日   閩南堂在利添閣最後一次崇拜。 

9月30日 ~ 12月底，閩南堂遷至廣福中心崇拜。 

 

10月份起  由於事工發展需要，周慧香傳道擔任潮州宣道堂堂主任，而藍郭 

          美旭師母則調回總堂發展長者及姊妹事工。 

10月 1日  國慶教會同樂日各堂有精彩表演,也特別邀請到泉州基督教管弦樂 

          團蒞臨表演。 

10月8日   帶職傳道凝聚晚會。 

10月11~14日  第十六屆基督教書展。 

10月12 -14日  培靈會，講員：梁廷益牧師 (沙田浸信會顧問牧師) 

             主題: 使命.傳承。 

10月15日-11月12日  劉銳基牧師分享帶職傳道大使命課程「釋經方法」。 

10月15- 20日 雲南愛心醫療隊與當地醫院合作進行貧困醫療病例篩選服務和 

           探訪，按其結果資助貧困病患的治療費或手術費。籌款目標為人           

           民幣20萬元。 

10月21日   差會第四季季刊已出版, 還可以透過手機軟件QR Code,閱讀有關 

           資訊。 

 

11月4日    在台灣舉行台中宣道堂獻堂禮, 差會準備了介紹台中宣道堂新堂  

           的影片供觀賞,相關影片將上載於區聯會網站, Facebook,微信公眾 

           號等媒體上,方便兄姊隨時觀看。 

           地址: 台中市北區陝西路87~89號,主日崇拜時間: 上午十時半。 

11月20日   「雲南愛心醫療隊」分享晚會 

11月25日   差會主日介绍差會一年來的事工及發展及印制差會特刊。 

11月25日   感謝浸信會出版社贈送2019年月曆給各兄姊。 

11月28日   閩南堂正式簽契買入永豐工業大厦作為堂址。 

 

12月16日   閩南堂最後一次在廣福中心崇拜。 

12月23日   閩南堂遷至黑沙灣第五街3-3A號永豐工業大厦七樓崇拜。 

12月24日   各堂平安夜崇拜。 

12月25日   舉行第148屆洗禮暨轉會禮、按手禮, 名單如下: 

滴水禮: (13人) 

總    堂: 周冰卿姊妹  黃金鳳姊妹 張     揮弟兄 楊文錦弟兄  

          葉美珠姊妹  林力琼姊妹 

新口岸堂: 鍾求輝弟兄 



下 環 堂: 袁奕雄弟兄 林紫雲姊妹 

祐 漢 堂: 郭秀玲姊妹 

閩 南 堂: 林明珠姊妹 

美 景 堂: 熊小雨姊妹 陳伊庭姊妹 

 

洗  禮: (54人)總    堂: 

馮少萍姊妹 吳六妹姊妹 李玉云姊妹 陳秀萍姊妹 歐陽月女姊妹  

黃珮儀姊妹 陳偉連姊妹 黃淑珍姊妹 張珮儀姊妹 洪欲萍姊妹  

梁慰佳姊妹 梁敏玲姊妹 胡家欣姊妹 李嘉嘉姊妹 郭可兒姊妹  

侯思靈姊妹 黎思穎姊妹 薛卓蘭姊妹 吳芷菁姊妹 梁浩生弟兄  

黃桂文弟兄 鄭志雄弟兄 蕭書光弟兄 李凱勤弟兄 劉華智弟兄  

米弘睿弟兄 盧智朗弟兄 

 

潮 州  堂:趙燕玲姊妹 

 

美 景  堂:鄧錦珊姊妹  鄭妙霞姊妹 林連欣姊妹   

          李以琳姊妹  韓  旭弟兄 阮文銓弟兄 

          于維翰弟兄  黎嘉僑弟兄 

閩 南 堂: 洪珍娜姊妹  謝金禪姊妹 李慧明姊妹  

          林陸壹弟兄 尤水龍弟兄 謝子賢弟兄 

          劉志鋒弟兄 許志威弟兄  

下 環 堂: 鄭凱恩姊妹 楊以心姊妹 

沙梨頭堂: 葉琦英姊妹 鄭梓鋒弟兄 

新 橋 堂: 陳寶華姊妹 邵琪俊弟兄 

北 宣 堂: 梁健豪弟兄 趙淦青弟兄 

祐 漢 堂: 陳美英姊妹 陳健國弟兄 

 

轉會禮:(11人)    

總    堂:  

         鄭月嬌姊妹 王秀清姊妹 雷文瑛姊妹 樊淑儀姊妹  

         梁宇旋姊妹 劉鳳綺姊妹 潘芷晴姊妹 梁績龍弟兄  

新口岸堂: 杜華勇弟兄 

閩 南 堂: 肖  昆姊妹 

沙梨頭堂:汪繼恒弟兄    

 



按手禮:(16人) 

總    堂: 顏穆彥小弟弟 鄧穎琛小妹妹 袁熙蕾小妹妹  

          顏孜慇妹妹   蕭振祐弟弟 

潮 州 堂:歐陽仲鑾小弟弟 趙睿萱小妹妹 梁儁閎小弟弟 

新口岸堂:郭信謙小弟弟 

建 華 堂:郭懷恩小弟弟 

閩 南 堂:林恩博小弟弟 

下 環 堂:陳施雨小弟弟 

新 橋 堂:黃心悅小妹妹 李瀚諾小弟弟 方立仁小弟弟 

祐 漢 堂:陳樂恩妹妹 

 

備註: 

總   堂: 盧潤麟姊妹已於5月11日在家中進行滴水禮。 

        李慧仁弟兄已於7月8日在鏡湖醫院進行滴水禮,並已於7 

        月14日安息主懷。 

        郭好姊妹已於8月26日在鏡湖醫院進行滴水禮,並已於10 

        月7日安息主懷。 

        魏紹雄弟兄已於10月11日在家中進行滴水禮。 

        雷燕如姊妹已於12月9日在家中進行滴水禮,並已於12月 

        24日上午在鏡湖醫院康寧中心安息主懷。 

潮州堂: 全小紅姊妹已於10月20日在鏡湖醫院進行滴水禮, 並已 

        於10月27日安息主懷。 

        李洪棧弟兄已於10月28日在山頂醫院進行滴水禮。 

新口岸堂:麥慶秋姊妹已於9月 6日在鏡湖醫院進行滴水禮。 

         彭玉珍姊妹已於9月25日在鏡湖醫院進行滴水禮, 並已 

         於10月4日安息主懷。 

閩南堂: 陳光弟兄.阮氏英姊妹已於12月10日在家中進行滴水禮。 

下環堂: 呂瑞貞姊妹在9月30日已在老人院洗禮，現已安息主 

         懷。 

 

12月31日 “聯合跨年禱告會”, 主題:「承先啟後」。兄姊同心禱告，會後設 

           有茶點。 

 

      



2019年區聯會行事曆 

全年長者歸主運動 

日期 內容 

1月13日     （日） 區聯會會友年會 

2月7-9日     (四至六) 新春領袖訓練營 

3月31日      (日) 愛心工程主日 

4月19日      (五) 區聯會受苦節十架七言聖餐崇拜 

4月28日      (日) 愛心工程步行日 

5月 母親節聚餐 

6月 2日      (日)  第149屆洗禮暨轉會禮 

6月23日      (日) 遍傳主日 

6月30日      (日) 第46屆洗禮(香港區) 

7月19-21日   (五至日) 暑期領袖訓練營(香港區) 

8月6-8日     (二至四) 暑期領袖訓練營(澳門區) 

8月 9日      (五) 遍傳高峰日 

9月2-4日     (一至三) 同工事工研討會 

9月 8日      (日) 第十三屆帶職傳道結業暨開課禮 

10月 1日     (二) 國慶教會同樂日 

10月10-13日  (四至日) 第十七屆基督教書展 

10月11-13日  (五至日) 區聯會培靈會 

11月24日     (日) 差會主日 

12月20日     (五) 回歸20年活動 

12月22日     (日) 第47屆洗禮(香港區) 

12月24日     (二) 各堂平安夜崇拜 

12月25日     (三) 第150屆洗禮暨轉會禮 

12月31日     (二) 聯合禱告會 

 

 
 



   宣道差傳宣教部2019年事工計劃 
 

主題：擴張帳幕之地 

目的：傳承大使命的精神，擴展教會的建造 

 

（一）差會組織： 

1.重組有關宣教部門。 

2.制定差會章程及宣教士指引初稿。 

3.支持及探訪現有的教會事工及伙伴團隊。 

4.推動文字教育及傳遞。 

5.推動各堂為差會認獻。全年目標籌款目標：200萬元。 

 

（二）短宣： 

1.期望開拓新的短宣隊工場作為開始。 

2.制定短宣指引及申請細則。 

3.整合現有的短宣隊事工及安排。 

4.支持堂會往台中及香港作短宣等工作。 

 

（三）訓練裝備： 

1.探討在領袖訓練營中宣教訓練的安排。 

2.組織堂會及探訪其他宣教教會或機構的學習之旅，多了解他們宣教工

作的落實。 

3.探討有關宣教差傳的課程及導師，是否可在本地協助某類宣教課程。 

 

（四）同工： 

1.加強與外同工的關懷及聯繫。 

2.支持外地傳道人薪資。 

3.鼓勵各堂祈禱會為宣教士認禱。 

 



2018年愛心工程回顧及展望 
     

社會急速的變遷，中國已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逐步邁向小康。在2020

要全面脱貧(絶對貧窮)，這是艱難的任務，但也是國家的决心，必要成

就的任務。心中欣喜，也更期望愛心工程能面對時代轉變而能作出調整，

以至能繼續為主在這時代作出貢献。 

同時，更看到世界各地，就算富裕社會中依然有很多人是需要關心的，

依然在貧困艱難中生活，這也使我們更努力的使愛心工程能在本地、香

港、甚至更多不同的地方發揮影响力，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愛心工程未來一年希望你能参與 

1.繼續在經費上支持 

2.愛心之旅及醫療隊 

3.提供你寶貴的建議 

4.推蔫人支持我們的工作 

 

2018年中國愛心工程回顧 
 
扶 貧 項 目 

 
 

日期 資助地區 資助項目 

1月~12月 廣東省興寧市“長者之家” 資助25名長者生活費用 

1月~12月   

(每月一

次) 

廣東省興寧市 (4間食物銀行) 派發貧困家庭生活必需品 

1月、9月 廣西大化縣 資助80名孤兒日常用品  

2月、9月 福建泉州/雲南昆明/湖南岳陽/廣東興寧 資助貧困高中生學費 

2月、9月 雲南昆明/梅州 資助大學生學費 

4月、10月 香港 (睦愛基金) 資助貧困家庭費用 

4月、10月 廣東省 資助愛滋病兒童生活費 

5月 廣西大化縣 建板蘭小學儲水池  

8月 香港 (睦愛基金) 資助 SEN計劃  

4月 廣西大化縣 為孤寡老人，購買食物及日常用品 

6月 廣東興寧/雲南 醫療設備、醫療費用 

9月 湖南省炎陵縣株洲市  痲瘋病院     痲瘋病人生活費用  

9月 廣東興寧  建診所  



 

2018年中國愛心工程基金會助學計劃--總累計：57, 598人  

(由1985年開始累計) 

 

籌 款 活 動 
 
一 . 「愛心工程步行籌款」  
 
   日期：4月29日    地點：新口岸何賢公園起步至媽閣廟前地 
 
    參加人數：約800人  籌得款項: 727,540.50 
 
    ＊籌款目的 :  
 
 1.為廣西大化縣飲水工程     
 
  2.為興寧市「長者之家」老人生活費  
 
 3.興寧市食物銀行    
 
  4.香港睦愛基金  
 
 
二.「廣西慈善跑」 

    日期：9月23日   

      

    地點：二龍喉公園松山健康徑  
 
    參加人數：約230人    籌得款項 :66,781.28元  
 
    籌款目的：為廣西大化縣瑤族自治縣貧困戶建房籌款  
     
 
 

資助類別  資助人數  尚未有資助者資助  

小學生    2016年9月後  
取消資助小學生  

高中生   312人  213人  

大學生    47人  22人  



 
２０１8 年 愛 心 體 驗 團 
 

 
 

 
 

日期 目的地區  參加者  此次主要目的  

愛心醫療隊  

4月 8~13日  

廣東省  

興寧市  

 

宣道堂  

醫療團契   

(17人參加 )  

1. 資助第三人民醫院及合水鎮衛生院共資助 47

名病人治療費用 (人民幣$116,600) 

2. 為龍北小學342個學童提供身體檢查 

3. 為345個學童進行衛生教育。  

愛心廣西之旅  

4月 9~13日 

廣西省  

大化縣  

北宣 .沙宣 .  

總堂 .筷子基堂

(21人參加 )  

走訪多個貧困村莊，瞭解生活狀況 
1.為板蘭小學佈置圖書角 

2..驗收~A)板蘭弄雄教學點活動場所. 

       B)板升鄉弄納村授建的屯級道路; 

       C)七百弄弄京村授建飲水項目 

3.探訪弄京村弄牙，弄元，弄勒屯貧困山區居民 

4.走訪七百弄養雞場，板升鄉弄納村村幼兒園，

危房建設等幫扶項目 

長者愛心之旅  

10月 15-18日  

廣東省 

興寧市 

 

宣道堂長者團 

(40人參加) 

1.資助興寧食物銀行需要 

2.資助長者之家老人生活費 

3.探訪16戶貧困家庭 

4.協助食物銀行派發食物給貧困家庭 

雲南之旅  

11月 5-10日   

 

雲南昆明  

祿勸縣  

宣道堂總堂  

新口岸堂&美國
團隊共 23人  

1.  貸款養牛 --10 戶  

2.  養羊計劃 --30 戶  

3.  微耕機送出 --10 台  

雲南醫療隊  

11月 15-20日  

雲南昆明  

祿勸縣  

宣道堂總堂  

(7人參加 )  

1. 在中西醫結合醫院作貧困病例篩選：共27位 

2. 跟進去年曾資助的其中8位病患，了解病情和 

  康復情況 

3. 探訪5戶中屏鎮山區病患 

4. 診斷一特殊病例 

5. 合共資助治療費用約人民幣15-20萬人民幣 

 

 

地區：廣東省興寧市  

食物銀行派發地區：刁  坊、坭陂分行、龍田分行、新圩分行．  

主要目的：探訪貧困家庭、協助食物銀行派發食物給貧困家庭  

日  期  參加堂會  日  期          參加堂會  

4月 10~11日  

8月 22~23日  

醫療隊  

宣道堂總堂學生團  

10月 16~17日  

 

宣道堂總堂長青團契  

 １至１２月 

  (每月一次)  

每月組團前往香港睦愛中心，參與義工行動、探訪貧困家庭 (籠屋)、露宿者、

體驗貧困家庭生活。  



2018年總堂小聯會回顧 
2月16 日 新春感恩崇拜 

3月17 日 聖經講座- 馬可福音 

講員：蘇遠泰博士 - 香港神學院 

5月12日 母親節聚餐，主題 : 媽媽 媽媽 我愛您 

地點：萬豪軒酒家 

5月13日 社區中心活動 - 《夢想的故事》大學專業分享會 

5月20日 社區中心活動﹕精神人生系列工作坊— 變走壓力情緒講座 

5月27-29日 社區中心活動 - 找到我遇見你 - 青年自我認識與兩性交往 

           營 對象 ﹕高三至大專生 

6月1日- 8月15日 暑期拿細耳及福音勇士計劃 

7月15日 藍郭美旭師母感恩會 

7月28日 總堂長青團契舉辦的預防跌倒講座 - 基礎講座 

   講員：鄭植之博士(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學系助理教授) 

  目的：配合2019年長者福音遍傳運動及加強長者家居安全意識 

 

7月29日 總堂長青團契舉辦的預防跌倒講座 - 進階班* 

   備註：*進階班必須完成基礎講座，再由大會安排限量名額參 

         加，講員：鄭植之博士(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學系助理教授) 

8月10日 「Shalom祝福家庭」遍傳高峰日 

8月10日 在職午餐講座 - 主題：「KO職場壓力」 

   講員：邱傑成傳道 (現任 -建道神學院拓展部主任，曾任 - I T 

        高層)地點：帝濠軒 

8月10日 祝福家庭佈道晚會 

   地點﹕浸信中學 

9月23日 默劇佈道召募日 

10月13日 澳門第十六屆基督教書展講座 

   主題: 「最後晚餐的逾越節筵席」 

   講員：林志海傳道  (選民事工差會香港分會執行主任)   

          王大民先生  (選民事工差會董事) 

11月5-10日 雲南愛心之旅 

11月25日 精神人生系列工作坊—4) 情緒病？唔使驚！ 

   講員：萬建邦先生 

12月2日 冬季聖經講座 - 以賽亞書 

講員：高銘謙博士 

(香港建道神學院聖經系助理教授、英國杜倫大學哲學博士(舊約) ) 



12月9日  2019長者福音遍傳啟動禮 

    時間：中午12：45~下午3：00  

 內容：聚餐、敬拜讚美、訓勉、同心立志 

12月10日  關懷社區長者和報佳音行動 

    早上9:00～10:30 地下A 長青團統籌 

12月14日  關懷社區長者和報佳音行動 

    晚上8:00～9:30 地下B 姊妹團統籌 

 

2018年總堂事工回顧 
1月 1日  顏偉成、趙淑儀伉儷誕下男嬰 

1月10日  麥志弟兄安息主懷 

1月16日  陳賢侃弟兄安息主懷 

1月26日    2018敬老行動系列 

至2月4日     

1月26日  敬老聚餐 

1月28日  敬老福音主日 

1月28日  2018年主日「愛家飯」(每月的第四個主日) 

    內容：午飯 + 「家庭祭壇」 

1月28日  新一期基礎信仰班開課 

2月 4日  敬老關懷探訪 

2月 6日  林四弟兄安息主懷 

2月 9日及10日 青年團契情人節聚會，主題: 有愛無礙 

2月17日  程來妹姊妹安息主懷 

2月25日  新春「愛家飯」(每月的第四個主日) 

    內容：新春午餐 ＋「家庭祭壇」 

3月 4月  伉儷團契 – 婚前準備班 (逢週五，受苦節除外) 

晚上7:30-9:00：3月9日、3月16日、3月23日、4月6日、 

4月13日、4月20日 

3月 5月  長青團契將在3月份舉辦讚美操及聖經金句識字班兩個興 

趣班讚美操 

-3月1日至5月31日 逢禮拜三 早上9:00-10:45, 為期三個月 

-3月6日至5月29日 逢禮拜一 傍晚 6:45-8:00, 為期三個月 

聖經金句識字班 

-3月2日至6月1日 逢禮拜四 早上9:00-10:30, 為期三個月 

 



3月-6月  新一系列的查經 (每月一、三週主日) 

    3月4日 耶穌時代的中東 

3月18日 福音與四福音書 

4月1日 彌賽亞來了-馬太福音簡介 

4月15日 神的兒子，眾生之僕-馬可福音簡介 

5月6日 所有人的救主-路加福音簡介 

5月20日 因祂名得永生-約翰福音 

6月3日 從加利利來的人-耶穌基督的生平 

6月24日 主阿，教我們吧！- 耶穌基督的教導事奉 

3月9日   社區中心老友記歡樂時光 - 書法班 

至6月1日 逢禮拜五下午 2時半 至 4時 

3月 8日  談佑發弟兄安息主懷 

3月24日  季明君弟兄與王丹紅姊妹結婚典禮 

3月25日   「愛家飯」(每月的第四個主日) 

    內容：午餐 ＋「家庭祭壇」 

3月28日  謝燕明姊妹安息主懷 

3月28日  週三禁食公禱會，主題：黙想主恩 

3月30日  大中小學生受苦節默想聚會 

3月30日  長青+姊妹默想聚會 

3月30日  已婚/成人 「與主同行苦路」默想聚會 

3月30日  在職青年 「站在十字架下」默想聚會 

3月30日  「十架七言」受苦節聖餐崇拜 

4月 1日  復活節感恩崇拜 

4月 8日  黙劇佈道 + 街道佈道 

4月10日  屈傑豪、余泳珊伉儷誕下男嬰 

4月13-16日 台中短宣隊 

4月15日  街道佈道 

4月20日  長青團契23週年團慶生日會 

4月22日  黙劇佈道 + 街道佈道 

4月27日  藍郭美旭師母事奉30年感恩會 (第一場) 

4月28日  麥國強弟兄與潘芷晴姊妹結婚典禮 

 

4月28-30日  恩慈詩班往興寧城鎮堂教會詩班交流，主領聖樂主日崇拜

和見證分享 

4月 5日  音響及燈光視頻部辦培訓課程，日期如下： 

4月15日  4月22日  5月6日 5月20日下午(2:00pm-4:00pm) 



5月12日  馮振華弟兄與吳彥嬋姊妹結婚典禮 

5月19日  盧周健姿姊妹安息主懷 

5月22日  梁果蓮姊妹安息主懷 

6月 1日   暑期拿細耳及福音勇士計劃 

鄭子軒弟兄- 6月3日至8月15日參加教會的暑期拿細耳計劃 

梁恩榮弟兄- 6月3日至8月15日參加教會的暑期拿細耳計劃 

    陳雅婷姊妹- 6月24日至8月2日參加教會的暑期拿細耳計劃 

    葉凱琳姊妹- 7月9日至8月15日參加教會的暑期拿細耳計劃 

    陳聰輝弟兄 - 7月11日至8月15日參加福音勇士計劃 

王兆明弟兄 - 7月17日至8月15日參加福音勇士計劃 

陳景佳弟兄 - 7月18日至8月15日參加福音勇士計劃 

6月 2日  何文傑弟兄與吳韻賢姊妹結婚典禮 

6月 3日    洗禮及轉會的兄姊、按手禮小朋友歡迎會 

6月 9日  伉儷團契、青年團契合辦講座，主題：靈程「八段敢」 

    講員：郭奕宏牧師(建道神學院) 

6月16日  陳康文弟兄與陳莉莉姊妹結婚典禮 

6月17日  父親節福音主日、聚餐 

    主題：父親的故事 

6月20日  盧偉森弟兄安息主懷 

6月27日  禁食公禱會，主題：為暑期事工守望 

7月14日  李慧仁弟兄安息主懷 

7月15日  藍郭美旭師母事奉30年感恩會 (第二場) 

7月16-21日 中山隆都堂短宣 

7月18日  週三禁食公禱會，主題：為2019長者福音遍傳禱告 

7月24日  王麗珠姊妹安息主懷 

8月10日  福音遍傳「在職午餐講座」 

    主題：「KO職場壓力」 

    講員~邱傑成傳道(香港建道神學院拓展部主任) 

8月11日  香港著名鋼琴家羅乃新姊妹鋼琴聖詩音樂會 

8月12日  青年主日 

8月12日  新生命餐會 

8月18日  方愛明姊妹安息主懷 

8月26日  基礎信仰班課程開始上課 

9月 2日  主日學開課 

9月15日  劉族南弟兄與老芷君姊妹結婚典禮 

9月21日  「婚前準備班」開課 



9月23日  青年團契主日餐會Buddy加油站，主題：耶穌點解要死？ 

9月24日  黃樂文伉儷誕下女嬰 

9月28日  長青團契愛心才藝献興寧籌款 

9月29日  泉州市基督教管弦樂團音樂分享會 

9月至12月 長青團契將在9月份舉辦讚美操及聖經金句識字班兩個興 

           趣班讚美操，為期三個月 

時間:9月3日~12月3日(逢禮拜一) 傍晚 6:45- 8:00  

           時間:9月5日~12月5日(逢禮拜三) 早上 9:15-10:45  

聖經金句識字班 

    時間:9月6日~12月6日(逢禮拜四) 早上9:00-10:30,  

           為期三個月 

9月至12月 社區中心老友記歡樂時光-書法班,逢禮拜五下午2:30至4:00 

10月15-18日 長青愛心之旅 

10月24日  週三禁食禱告會「宣告神的名」連鎖禱告40週行動啟動日 

11月16日  馬慧京姊妹安息主懷 

11月17日  "宣道柔道會"創會及第一屆會長，理監事會就職感恩之夜 

11月17日  何隆弟兄與李雅文姊妹結婚典禮 

11月28日  周慕旋姊妹安息主懷 

12月 3日  黎惠彬姊妹安息主懷 

12月11日  高恩愛姊妹安息主懷 

12月13日  姊妹小組「聖誕慶祝」 

12月15日  姊妹團契「聖誕慶祝生日會」 

12月15日  「耶穌點解要生？」聖誕佈道會 

12月15日  夫婦小組「聖誕感恩下午茶」 

12月16日  喜樂詩班聖誕慶祝 

12月16日  小一至小六興趣班學生﹕「耶穌來了 」聖誕慶祝會 

12月16日  聖誕福音佈道 

12月21日  長青團契「聖誕慶祝生日會」 

12月22日  「來到你的世界 」音樂佈道會 

12月22日  少年聖誕慶祝 

12月23日  主日學「聖誕慶祝」 

12月24日  平安夜聯合聖樂崇拜 

12月24日  雷燕如姊妹安息主懷 

12月27日  弟兄聚會聖誕慶祝 

 

 



2019年總堂-堂委名單 
藍中港牧師，  區潔萍， 卓瑞珍,   周慧娟,  謝淑婷,  歐陽棣文，  

梁淑群，      高鴻振， 許華寶,   關冠群,  何立華,  陳康智, 

蘇沛儀,        羅淑琼,  周婉娜,   陳佩玲,  施真真.   

 

2019年總堂事工報告 
11~15年總堂的五年回顧及16~20年的展望 

一.方向～團隊、宣教、差傳 
1. 建立全教會禱告運動與神同工 
2. 深化全家歸主及全家事奉主 
3. 建立全教會屬靈倍增的運動 
4. 建立教會與社區中心獨特﹑密切﹑互相建造的伙伴關係 
5. 建立本地事工開拓宣教異象 
 

二.總堂小聯會～建立合一彼此相顧的團隊 
1. 建立團隊(建立同工有能力成為獨當一面的領袖，同時又能坦誠通力 
   合作) 
2. 資源互用~(建立總堂資料檔案庫﹑圖書館﹑堂會場地相及資源互祝福 
使用…) 

3.同心宣教~愛心之旅、宣教行動 
4.合作訓練~新生命訓練、禱告訓練、查經班、婚姻班、男女交往研習班 
5.謙卑學習~一年兩次退修～３月為計劃時間，１１月為學習(從小聯會 
  主席負責至同工負責) 
 

三.總堂目標 

2019年為長者歸主運動 

1.可具體衡量的目標 
a.洗禮的人數：80人 
 
b.崇拜人數 
2019年目標：早350  午350  晚150   合共850 
        

c.禱告會人數  

2019年 週二 30  週三 100  合共130 

 

d.長者歸主運動人數 ~150人 

重建佈道隊,與新生命訓練、LTI配合。定每年4月及12月為佈道月~一個

月的街頭佈道 



節日佈道隊﹑遍傳日佈道隊~加默劇佈道﹑街頭音樂隊﹑街頭佈道、福音

餐會、探訪佈道 
 

e.受訓練人數 

新春領袖訓練營~70；暑期領袖訓練營~100 

拿細耳計劃、福音勇士、少年精兵隊 

 

ｆ.宣教事工 

愛心工程 

*每年5隊愛心之旅(青年、長青、伉儷﹑學生﹑姊妹)基本所有的事工都

有自己的愛心之旅 

*專業宣教團隊~現有醫療隊;預備開拓~教師OR社工專業團隊(希望社區

中心的建立能帶動這個專業團隊的事工) 

*每年總堂愛心之旅籌得超過80萬為國內扶貧 
 

福音事工 

*每年教會的經常費用的十分一作為澳門以外福音工作的支助 

*每年有5隊宣教的隊伍~訓練事工福建LTI、陝西LTI、河南LTI、興寧LTI、

香港LTI(興長者之家的食物銀行策略配合)加上中山短宣、台灣短宣、香

港(旺角/上水) 

*2017年能有至少一隊短宣 
 

 

四.重點事工 

A.加強牧養 

1.牧師分工關顧 

*崇拜/聖禮跟進 

*探訪/外展聖禮/婚喪喜慶~外展聖禮初見成效:對長青事工有很大的幫助 

*同工牧養/獻身者牧養～未見有起色／加強同工信心及聖經真理的基礎 

2.信徒關顧 

*重新探訪過去受洗信徒 

*開展弟兄事工～有25位弟兄參與/穩定為15人 

B. 長者歸主運動 

目標：向1200人傳福音 

口號：老友記，信主有福氣 

三次遍傳高峰日～4月19日/4月26日/10月25日 

四次福音主日～1月27日/4月7日/7月14日/10月20日 

重視各事工之協作 



C.各事工在造就門徒﹑事奉者﹑獻身者 

一年兩次聖經講座及查經班～已初步建立一長期以不同課題的查經班 

加強對小組造就的挑戰(全職同工及帶職傳道…) 

獻身者聚會 

推動短宣／短期傳道生活～以拿細耳及福音勇士為基礎發展短宣及提升

兄姊對獻身生活的認識 

D.各同工在事奉上的提升 

同工及帶職傳道有機會帶領查經班 
 

2018年潮州堂事工回顧 
 

一月 2017年 

12月28日 

 

2018年 

1月14日 

1月28日 

 

曾錦榮弟兄和葉柳虹姊妹的兒子於2017年於鏡湖

醫院出生，名叫曾希辰，重2.7公斤。 

 

下午2:30在總堂年會 

下午3:00-5:00幼稚園模擬面試班 

二月 2月4日 

2月11日 

2月16日 

2月18日-20日 

下午3:00-5:00幼稚園模擬面試班 

下午3:00-5:00幼稚園模擬面試班 

為大年初一, 早上9:00在總堂有新春感恩崇拜 

LTI 領袖訓練營 

三月 3月4日 

3月4日 

3月11日 

3月24日 

 

3月26日 

3月29日 

3月30日 

下午2:00-3:00有邁向靈命成長十步查经班, 

下午2:00-5:00主日學親子旅行 

早上9:00-10:00洗禮信仰班 

馮建平和邱美珊姊妹的女兒，於2018年山頂醫院出

世，名:馮梓婷，重2.61kg 

源秋华弟兄和余丽丽姊妹的兒子，於2018年香港聖

德肋撒醫院出世，名:源喆恆，重3.65kg 

晚上7:30-8:30受苦節祈禱會 

上午11:15-下午3:30敬拜讚美、默想、午膳、探訪/

個人佈道 - 深觸我心  

四月 4月1日 

4月1-2日 

4月27日 

4月29日 

上午10:30-下午1:30復活節福音主日 

全教會旅行，主題: 「親親大自然」親子家庭樂,

地點：廣東中山市卓旗山庄 

美旭師母感恩會，在總堂長青团契 

下午3:00愛心工程步行籌款 

五月 5月12日 晚上7:00母親節聚餐 



六月 6月3日 

6月10日 

6月17-20日 

6月25日 

本堂有李國全弟兄滴水禮，按手禮有曾希辰小弟

弟，曾昊義小弟弟  

上午10:30父親節福音主日(郭奕宏牧師分享) 

全教會退修，地點：興寧 

家明和瑩瑩的女兒，何玉喬，重3.7KG，鏡湖醫院

出世 

七月 7月1日 

7月12日 

7月15日 

7月17日 

 

7月23日 

暑期興趣班開始 

晚上7:30-9:00祈禱會+全教會退修分享會 

下午3:00美旭師母感恩會，在總堂 

歐陽國豪和趙慧雯在山頂醫院平安產下男嬰,名為

歐陽仲鑾Tim仔 Timothy，重3.3kg.  

暑期讀經班開始 

八月 8月2-4日 

8月10日 

8月17-19日 

8月26日 

學生團契參加目標驅動新人王營會 

福音遍傳日 

學生團契舉辦美食營會 

郭好在鏡湖醫院洗禮 

九月 9月1日 

9月16日 

9月30日 

下午3:00-9:00 潮州堂open day – 愛的解讀 

早上9:00-10:00洗禮信仰班 

青團生活營--香港大嶼山昂坪 

十月 10月1日 

10月7日 

10月12-14日 

10月20日 

10月27日 

10月28日 

10月31日 

青團生活營--香港大嶼山昂坪  國慶家庭同樂日 

郭好姊妹安息主懷 

培靈會+書展 

全小紅在鏡湖醫院洗禮 

全小紅姊妹在鏡湖醫院安息主懷 

李洪棧在山頂醫院洗禮 

下午1:00-2:30午餐小組開始 

十一

月 

11月5-10日 青團代表參加雲南愛心之旅 

十二

月 

12月2日 

12月16日 

 

12月24日 

12月25日 

 

 

12月31日 

下午2:30家長與子女溝通講座 

早上10:30聖誕福音主日 

下午3:30報佳音 

晚上8:00平安夜崇拜及報佳音 

上午11:00參加第148届洗禮暨轉會禮, 趙燕玲姊妹

洗禮, 歐陽仲鑾小弟弟, 趙睿萱小妹妹, 梁儁閎小

弟弟按手禮 

晚上8:00除夕祈禱會 



2019年潮州堂-堂委會 

    堂委主席：李佩嫺 

文書：李家敏 

少年事工部：負責人：李碧芬、李佩興、洪美君；堂委：洪美君 

學生事工：負責人：羅嘉卉、張振雄、余麗麗；  堂委：羅嘉卉 

婦女事工：負責人：葉柳虹； 

青年事工：負責人：曾錦榮、周德鴻、源秋華； 

          堂委：周德鴻、源秋華 

伉儷事工：負責人：趙文輝、李佩興；          堂委：袁京緯 

    弟兄事工：負責人及堂委：盧金亮 

崇拜部：負責人：李家敏、朱君怡；            堂委：李家敏 

    聖樂部：負責人：歐穎霜；                    堂委：陳倩然 

詩班長：呂俊威；副詩班長：羅嘉卉 

    總務部：負責人：張振雄、曾錦榮；            堂委：袁京緯 

    祈禱部：負責人及堂委：李家敏 

    關懷部：負責人：朱君怡；                    堂委：李佩嫺 

    造就部：負責人及堂委：源秋華、周德鴻 

 

教會每月焦點: 

第一週  關懷週 (愛筵 / 慶生 / 探訪 / 義工行動) 

第二週  福音週 (感恩會 / 福音探訪 / 佈道隊) 

第三週  祈禱週 (公禱10分鐘) 

第四週  訓練週 (事奉 / 門徒訓練 / 退修會) 

第五週   敬拜讚美週 

 

2019年潮州堂行事曆 
一月 

6日   愛筵 

13日    會友年會    

  27日     幼兒模擬面試班 

二月 

3日   愛筵 

   幼兒模擬面試班 

5 日   新春團拜   

7-9日  新春領袖訓練營  

24日   街頭佈道  (長者歸主運動） 



  三月 

3日  愛筵 

16日   聖經講座   

31日   愛心工程主日 

   

四月 

12-15日 台中短宣隊    

14日  街頭佈道    

19日  長青遍傳高峰佈道會  

   受苦節崇拜    

21日  復活節福音主日  (愛筵) 

26日  長青遍傳高峰佈道會  

28日    愛心工程步行籌款 

  五月 

4日  母親節聚餐    

5日      愛筵    

六月 

2日   第149屆洗禮   

9日  父親節福音主日  (愛筵)  

 23日   街頭佈道  (長者歸主運動) 

 七月 

 7日   愛筵 

 

八月 

1-3日  Life Game   

4日  愛筵 

6-8日   暑期領袖訓練營  

9日  遍傳日    

21-24日 潮人關愛之行 (親子之旅)  

  

九月 

1日  福音主日  (愛筵)  

 8日  第十三屆帶職傳道開課暨結業禮 

十月 

1日  十一國慶家庭同樂日 

6日  愛筵 



10-13日 第17屆書展   

11-13日 培靈會    

25日  長青遍傳高峰佈道會  

27日   街頭佈道  (長者歸主運動） 

 

十一月 

3日  愛筵 

4-9日  雲南愛心之旅   

24日  差會主日 

     

 十二月  

19-20日 澳門回歸晚會  

15日  聖誕福音主日 (愛筵) 

24日   平安夜崇拜   

25日  第150 屆洗禮  

31日  聯合禱告會   

 
2018年新口岸堂事工回顧 

 

2017年12月31日 新口岸堂裝修工程第一期基本已完工  進行第二期裝 

              修工程 

2018年 

1月28日 教會總動員大清潔 

2月 4日 新口岸宣道堂12週年堂慶暨歲晚感恩餐會 

2月 7日 本堂張仕賢弟兄於2月7日在醫院受洗, 並於2月11日主日中午 

        在鏡湖康寧安息主懷 

3月30日 『復活節生命成長營』 

4月22日 聯合總堂外出佈道 

5月 5日「新口岸宣道堂運動同樂日」 

5月19日 本堂盧周健姿姊妹安息主懷 

5月22日 九澳水庫行山禱告日 主題:祝福你家、祝福我家、祝福澳門每 

        一家 

5月22日 本堂陳冬梅的婆婆梁果蓮姊妹晚上在鏡湖醫院安息主懷 

6月10日 帶職傳道及小組（組長 +  組員）聚會 主題:當傷痛來臨時 

6月17日 父親節福音主日 萬豪軒酒家午餐 

 



6月13 - 8月13  由台灣體適能健身C級指導員帶領的健身課程 

7月3 - 7月31日 兴趣班初級葡文一旅遊篇 

7月7 - 7月31日 親子樂下廚活動系列 

7月14日       中西醫療講座 

8月1日-4日    品格農莊Summer Fun兒童夏令營 

8 月14 ~ 18日  全教會退修營 & 親子愛心之旅：廣東省興寧長者之家 

8月26日 本堂吳江泉弟兄已於 (禮拜日)晚上在山頂醫院因病安息主懷 

9月29日 燒烤活動會 

9月29日 本堂蘇碧瑜 和 Takashi伉儷已於傍晚在鏡湖醫院剖腹誕下男嬰  

        2.46kg, 取名須田誠治, 母子平安 

9月30日 本堂 Rita 和 Jacky 伉儷已於中午在仁伯爵综合醫院順產誕下 

        男嬰 3.62kg , 取名郭信謙,母子平安 

9月25日 本堂彭玉珍姊妹於在鏡湖康寧病房洗禮；並已於10月4日下午在 

        鏡湖康寧中心安息主懷 

10月 2日 本堂繆瑩瑩 和 梁浩威伉儷已於傍晚在鏡湖醫院順產誕下女 

         兒 2.89kg , 取名梁樂瞳, 母女平安 

11月18日 自閉症孩童音乐工作坊 讓爸媽休息一天活動 

11月18日 早上 11：00 午堂為『感恩祭主日崇拜』當天午堂後設有『感 

         恩愛筵』 

12月15日 本堂洪春榮弟兄已於禮拜六安息主懷。 

12月23日 崇拜后後有圣诞愛筵午餐 

12月25日 本堂容娟娟姊妹於晚上在山頂醫院誕下男嬰，取名陳熙朗，重 

         3.42Kg。母子平安， 

12月30日 事奉人員聚餐分享會 

 

2019年新口岸堂-堂委名單 

新口岸堂傳道同工：郭美芳傳道、許國馳傳道、徐敏賢傳道 

義工：梁瑞琼姊妹 

主席：陳冬梅 

文書：梁雪恩 

財務：梁瑞琼、譚宏浩 

委員：周自強、李蕙姬、繆嘉麗、繆烱星、龔淑華、張建康、莊霜娥 

 

 



新口岸堂2019年計劃 

直到2020年 主題：團隊、宣教、差傳 

新口岸使命宣言(2011~2020)：『往下扎根、向上結果、領人歸主』 

 

策略：禱告 - 得人 - 造就訓練人 - 差遣人     

2019年新口岸堂主題 – 愛神、愛人、愛家 

量的目標： 崇拜早堂30 午堂100   主日學50  公禱會24  青年團契30   

           約瑟團契18 約書亞團契 30  音樂工作坊20  英文班 30 

           學生10  少年團契 30  

 

質的目標： 

A. 每個兄姊主動追求屬靈長進參加讀經運動，經常彼此分享神的話語，

愛神由愛祂的話開始。 

B. 看重禱告--到教會第一件事先禱告  (並將禱告事項記錄在禱告簿

上) 積極鼓勵人參與禱告會，凡事尋求神之帶領，並憑信心不斷拓展

信心領域。   

C. 羡慕聖工--每個信徒善用及發揮恩賜，忠心服事主                           

D. 教會肢體彼此相愛，彼此關懷                                

E. 每個信徒在家庭及工作上有美好見證並透過 365 得人小組同心為主

得人  

F. 每個信徒明白十一奉獻意義並甘心樂意實踐 

G. 持續推動愛教會，維護、整理教會人人有責。 

 

禱告  

--- 異象：你們五個人要追趕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趕一萬人；仇敵必倒在

你們刀下。 (利未記 26:8) 同心合意認真禱告的人數越增加，祈禱所發的

力量越倍增。     

--- 目標：激勵教會中每位領袖和信徒，參與公禱會並帶出有能力的果

效，建立一個禱告的教會，與基督同工。  

1. 更新時間觀念 – 準時開始、準時結束 -- 崇拜前禱告會、公禱會 

2. 擴闊禱告的層面 – 社會、國家、世界、宣教 



3. 為肢體病患者及家屬守望 

4. 推動小組禱告 – 擬配合小組關懷，推動組內禱告網，嘗試以接力傳

遞禱告的火。 

5. 禱告先於行動 – 落實推動禱告在每個事工開始之先 

 

得人 

1. 實踐“愛人”、加強關懷，重整各個得人小組，安排定期的核心聚餐，

維系堂委、帶職傳道及核心服侍兄姊之間的關懷與互動。 

2. 具體規劃遍傳新口岸區的藍圖，持續、週期性、更新地向鄰舍 (住宅

&商廈) 廣泛接觸；滙集良好反應名單，電話訪談或上門探訪。 

3. 建立崇拜陪談跟進事工，與探訪部彼此配搭，落實系統跟進每個新朋

友。 

4. 辦好現行的社區服務範疇 --- 英文班和自閉症兒童音樂工作坊 (及

家長工作坊)，拓展義工、關顧弱勢社群，讓鄰舍認識神的愛。 

5. 籌備關懷視障人士的事工小組，讓基督的愛透過門徒實踐和彰顯。 

6. 透過愛心之旅和愛心探訪激勵兄姊及慕道者追求實踐真理。 

 

造就訓練人 

1. 小組長栽培 – 對現行的小組長及準小組長進行栽培造就，在真理上

及帶領小組上。 

2. 推動家庭早讀聖經及建立家庭祭壇，鼓勵家庭成員看重神的話及敬拜

上帝。 

3. 以靈裡的“合一、謙卑”建立弟兄群體，除了固定維系弟兄的小組聚

會以外，加強弟兄在生活中的聯系，設立文娛康體活動的負責人。 

4. 承接 2018 年 10 月全教會裝修工程竣工，藉著“拆毁、重建”對核心

服侍者的生命繼續重建 -- 愛神、愛人、愛家的態度及心志更新上。 

5. 積極推動一年兩次領袖訓練營，以及 9 月開始新一届的帶職傳道大使

命訓練課程。 

6. 籌辦教會核心服侍者的退修營會，以及造就訓練營。 

7. 對各團契、固有小組加強聖經真理的栽培。延續少年小精兵的造就栽

培，從年幼帶領他們行在真理中。 

 



差遣人 

1. 在公禱會中更多為宣教禱告，更落實推行團契中的宣教意識，加強講

台上宣教的信息及見證分享。 

2. 鼓勵信徒參加醫療隊及雲南愛心之旅。 

3. 提昇對差傳宣教事工的奉獻上支持。 

4. 在本地區的福音事工 (遍傳新口岸區)，差派青年人策劃、推動學生

及少年人參與。 

 

2018年建華堂事工回顧 
1月21日    立志主日 

2月04日    教會團年飯 

2月16日    新春加油站 

5月01日    細胞小組活動日 

5月06日    親恩節聚餐 

5月30日    全教會活動日 

6月03日    第147屆洗禮暨轉會禮 

7月份        興趣班 

7月22-24日  少年生活營 

7月26-28日  學生生活營 

8月11-12日  香港彩明浸信會短宣隊 

9月25日     建華Gather營 

10月01日    細胞小組活動日 

10月17日    帶職退修日 

10月31日    蔡娜娜姊妹誕下兒子 

11月22日    陳麗儀姊妹誕下兒子 

12月22-25日 成長營 

12月25日    郭懷恩小弟弟第148屆按手 

 

2019年建華堂-堂委名單 
劉銳基牧師 湯淑婷傳道 陳子安弟兄 張擎海弟兄 翁月華姊妹  

林  用姊妹 蕭沛娟姊妹 劉麗華姊妹 

 

 



2019年建華堂事工計劃 
使命宣言：紥根聖經、追求成長、彼此相愛、同心傳道 
 

現有人數及2019年目標人數：(統計數以1月至7月) 

2018情況 2019目標 
     崇 拜平均 29 人 

    細胞小組平均 18 人(四組) 

學生團平均 10 人 

少年團平均 10 人 

祈禱會平均 12 人 

增至 40 人 

      增至 30 人(四組) 

      增至 20 人 

      增至 18 人 

      增至 15 人 

檢討： 

1. 未能做到每個人都有被造就的機會，通常因為太忙原因。 

2. 斷層問題仍未能解決，故事奉人員少，所以比較吃力。 

3. 有流失也有新人加入,但流失比加入人數多。 

4. 建華強項：順服聽話、帶小孩一同上教會。 

5. 建華弱項：太忙、善忘、不夠專心，事工發展不夠明確。 

 

【2019年事工重點】 

一．栽培課程及訓練 

i. 加強宣傳方面，設課程簡介，讓人明白是什麼課程。只在週刊報告是

不足夠的，要再個別邀請。 

 

ii. 舉辦事奉人員裝備日及全方位事奉訓練，讓肢體建立生命及得到事奉

操練，使其更願意參與。 

iii. 新生命查經課程～讓有心學習聖經真理的肢體有進深研讀的機會。 

iv. 初信栽培~個人約談，讓少年、學生及在職知道他與耶穌的關係，達

至與神和好。 

v. 使信徒成為成熟的門徒~開展門徒訓練。 

 新生命時段作為門訓的基礎 

 透過細胞小組去深化門訓的推動 

 

目的：幫助肢體對聖經真理有更深追求，裝備更多兄姊參與事奉及在

靈命上有長進～達至紮根聖經、追求成長、彼此相愛、同心傳道 

 

二）信徒牧養 

i. 敬虔行動 



 深化敬虔行動，在敬虔行動上加入 

  A.崇拜   B.小組 C.祈禱會  D.栽培訓練 

 進深學習及實踐禱告和事奉，於崇拜講道中教導及推動，亦於各團

契及細胞小組中推動，實踐恆常出席教會敬拜祈禱會。 

ii. 強化團契關顧意識，關心未有團契生活的肢體及來賓，並協助他們投

入教會。做一份初信指南，歡迎他加入教會，提供他能參與的團契

和靈命成長指引。讓他們明白教會存在的目的。 

iii. 定牧師飯局或愛筵，讓肢體在其中彼此分享交流及享受相交。 

iv. 細胞小組舉辦讀經日營，幫助肢體加深對經卷的認識。在細胞小組

內，繼續推行每月兩次的靈修分享，並收集其分享內容文稿。以小

組分享為基數，不定期印製「靈修分享文摘」，以此增加靈修分享

途徑。及後會邀請非小組兄姊在「文摘」內分享。 到一定時間後

可在文摘裏加入信徒的個人見證、感恩見證、靈修分享及屬靈的經

歷或一些聖經小知識。 

a. 1 年 2 次讀經下午營。 

b. 1 年 2 次「閱來閱愛祢」閱讀季。 

c. 推動禱告事工。 

v. 推動｢熱愛靈修｣計劃，透過（靈修生活）（祈禱生活）（讀經生活）：

提升信徒靈命的熱忱，裝備信徒生命的承傳。 

vi. 栽培年幼新一代，在伉儷小組推動屬靈家庭祭壇(一家人靈修、祈禱

及分享) ，鼓勵家長陪伴子女讀經或閱讀聖經故事，最重要教導他

們從小習慣上教會。 

 

目的：幫助肢體得著屬靈生命的牧養，提高對閱讀屬靈書籍的興趣，在

屬靈上追求成長，建立與神更親密關係。 

 

2019行事曆： 

日期 活動項目 負責部門 預算 

1月1日 職員退修日 新生命  

1月19日 溫情美食之夜 伉儷 800 

1月20日 讀經下午營 細胞小組 200 

1月27日 教會團年飯 崇拜 1500 

2月5日 屬靈加油站 崇拜  

2月16日 情人節晚餐 建美伉儷  

 3-5月閱來閱愛袮 細胞小組  

3月16日 家庭培靈會 伉儷 300 



3月17日 牧師飯局 崇拜 1000 

4月 出版靈修分享文摘 細胞小組  

4月18日 逾越節晚會   

4月19日 受苦節默想會   

5月1日 細胞小組活動日 細胞小組 2000 

5月26日 閱來閱愛袮分享會 細胞小組 200 

6月7日 全教會旅行 崇拜 1000 

6月15日 夫婦相處之道(講座) 伉儷 800 

7月 暑期興趣班   

7月 少年&學生營   

8月 香港短宣   

 9-11月閱來閱愛袮 細胞小組  

9月15日 讀經下午營 細胞小組 200 

10月1日 細胞小組活動日 細胞小組 2000 

11月17日 牧師飯局 崇拜 1000 

11月24日 閱來閱愛袮分享會 細胞小組 200 

12月 出版靈修分享文摘 細胞小組  

12月30日 感恩會~愛筵 新生命 300 

 

 

2018年美景堂事工回顧 
1月 4日 守望祈禱會 

1月27日 屬靈人立志主日 – 與神有約 

2月10日 婚禮:詹康全弟兄與周易芹姊妹 

2月10日 情人節聚餐 

2月16日 新春屬靈加油站 

2月18-20日新春領袖訓練營 

3月 1日 守望祈禱會 

3月24日 主題講座:釋放被卡住了的天才(由周勁濤先生主講) 

3月29日 逾越節默想會 

3月30日 受苦節默想會 

4月22日新堂活動-紅白大比拼 

4月29日 愛心工程步行籌款 



5月 1日 細胞小組聯合郊遊日 

5月 3日 守望祈禱會 

5月 6日 親恩節聚餐 

6月 3日 第147屆洗禮：李勇初弟兄，黃朗熙弟兄，李卓殷姊妹， 

        鄭嘉誠弟兄，許嘉瑤姊妹、曹惠仙姊妹、伍少華弟兄 

6月10日 細胞小組核心組員訓練 

6月-8月 暑期學生福音隊 

7月15日 新堂活動 

7月22-24日 少年生活體驗營 

7月26-28日 學生生活營  

7月29日-8月4日 福建教會交流之旅 

8月7-9日 暑期領袖訓練營 

8月 26日 全教會事工研討會 

9月 3日 全教會事工研討會 

9月 6日 守望祈禱會 

9月22日至11月10日學生啟發課程 

9月22日 婚禮:曾子軒弟兄與曾詩欣姊妹 

10月1日 細胞小組聯合活動日 

10月12-14日 區聯會培靈會 

11月 4日新堂活動-歡樂跑 

11月12日細胞小組長退修日 

11月18日 親子感恩會 

12月22-25日聖誕成長營 

12月23日 婚禮：鄭嘉誠弟兄與許嘉瑤姊妹 

12月25日 第148屆洗禮:鄧錦珊姊妹，鄭妙霞姊妹，林連欣姊妹， 

         熊小雨姊妹，李以琳姊妹，陳伊庭姊妹，韓  旭弟兄、 

         阮文銓弟兄、于維翰弟兄、黎嘉僑弟兄 

12月27日 年終感恩祈禱會 

12月31日 區聯會聯合祈禱會 

 

 



2019年美景堂-堂委名單 

堂委：劉牧師 劉師母 陳美麗 陳翠珊 吳佩儀 蘇貝甄 葉綠貴 李月蓮    

      吳美蓮 梁桂英 陳橋英 吳健華 官建泳 盧宏業 吳俊業 梁敏瑩  

 

2019年建華堂/美景堂事工計劃 

主題：門徒栽培與敬虔行動 

使命宣言：紮根聖經 追求成長 彼此相愛 同心傳道 

 

2019年美景聚會人數目標： 

 早堂崇拜 午堂崇拜 週六堂崇拜 主日學 少年團契 學生團契 祈禱會 

19年目標 60人 160人 50人 40人 40人 60人 60人 

19年目標 細胞小組14組 細胞小組覆蓋率：70% 

 

目的：強化信徒栽培事工，逐步邁向門徒教會 

 

總體目標： 

（１）規劃門徒教會的未來方向 

（２）加強及優化各造就 

（３）全面推動敬虔行動 

（４）暑期少年歸主佈道 

 

策略： 

（一）強化各造就及訓練事工：  

1.1造就六課：讓初信者及初入教會者可以在基礎上認識信仰。 

1.2加強學生事工的發現小組造就。 

1.3以小組基礎課程造就加入細胞小組的參加者。 

1.4推動新生命課程達至教會普及造就。 

1.5推動團契及小組之造就流程，並訓練更多兄姊成為小組的事奉者。 

1.6提供領袖及核心門徒課程，以訓練更多事奉者。 

1.7開設各職員崗位訓練，讓各職員明白事奉的心志與技巧。 

1.8各部門退修會及成長營的推動。 



 

（二）推動敬虔行動：鼓勵信徒參與敬虔行動，以實則的改變作為挑戰。 

2.1崇拜守時 

2.2裝備訓練 

2.3公禱聚會 

2.4十一奉獻 

 

（三）細胞小組（屬事工的重點）： 

3.1整合現有的小組，以強化各小組的平均力量。 

3.2提供事奉人員的訓練，造就更多核心組員。 

3.3小組關懷及得人。 

3.4小組佈道、迎新及退修/培靈。 

3.5規劃下一輪爆組。 

 

（四）學生及少年事工：藉著本年度對學生及少年事工 

4.1興趣班 

4.2學生營/少年營。 

4.3少年遍傳週。 

4.4學生/少年造就。 

4.5學生/少年福音隊。 

4.6學生/少年樂器培訓。 

 

（五）崇拜更新： 

5.1推動事奉人員訓練。 

5.2崇拜主題。 

5.3新人飯局。 

5.4推動小組。 

 

（六）門徒教會規劃： 

6.1參考現有的教會模式。 

6.2為未來十年規劃教會門徒化的計劃。 

6.3預備推動2020年開始的門徒教會。 



2018年1~12月閩南堂事工回顧 
<1>    一月十四日（日）區聯會年會。 

<2> 二月六日（二）初信者洪珍娜姊妹家裏拆偶像。 

<3> 二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日至二）澳門區＋香港區新春領袖訓練營。 

<4> 三月十七日（六）會友莊雅欣姊妹結婚。 

<5> 三月三十日（五）區聯會受苦節聖餐崇拜。 

<6> 四月一日（日）復活節崇拜暨堂慶三十二週年慶祝活動。 

<7> 四月份鄧以善牧師及鄧林瑪琍師母退休，由藍中港牧師接手為堂 

   主任。 

<8> 本堂新加入兩位全職同工，分別是總務同工陳新發弟兄及行政同 

   工周智弟兄。 

<9> 四月二十九日（日）愛心工程步行籌款。 

<10> 五月十三日（日）母親節（早、午堂）聯合崇拜慶祝餐會。 

<11> 六月三日（日）第 147 屆洗禮暨轉會禮及嬰兒按手禮。 

<12> 六月十七日（日）父親節（早、午堂）聯合崇拜慶祝餐會。同日 

  開始推動購堂奉獻，籌款目標首期為 1,000 萬元。 

<13> 七月一日（日）本堂學園主日。 

<14> 七月七日（六）利添、廣福教會青年團契合併慶祝活動。 

<15> 七月十日（二）初信者林明珠姊妹家裏拆偶像。 

<16> 七月十六日（一）會友邱奕典夫婦新居入伙感恩會。 

<17> 七月十九日至八月十九日暑期短宣及興趣班活動開始。 

<18> 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五至日）香港區暑期領袖訓練營。 

<19> 七月二十一日（六）藍中港牧師及堂委探訪廣州東莞漁夫福音戒 

   毒中心。 

<20> 七月二十三日（一）會友施振華夫婦誕下一男嬰，取名施宇曦。 

<21> 八月七至九日（二至四）澳門區暑期領袖訓練營。 

<22> 八月十日（五）遍傳高峰日。 

<23> 八月十二日（日）會友陳遵銘夫婦添一外甥女，取名羅芳妤。 

<24> 八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五至日）暑期學生生活營（中山隆都堂）。 

<25> 八月十八日（六）藍牧師及堂委與學生聯誼會（中山隆都堂） 

<26> 八月二十一日（二）初信者黃玉英姊妹家裏拆偶像。 

<27> 八月二十六日（日）會友胡偉泉夫婦誕下一女嬰，取名胡語庭。 



<28> 九月三日（一）購買永豐工業大廈七樓，至十一月十三日先付訂 

   金 840 萬元。 

<29> 九月三至五日（一至三）區聯會同工事工研討會。 

<30> 九月六日（四）會友蔡慶平夫婦添一男孫兒，取名蔡順安。 

<31> 九月二十一日（五）永豐新堂址開展裝修工程。 

<32> 九月二十三日（日）原堂址利添教會舉行最後一次主日崇拜，其 

   後之崇拜及聚會暫遷往廣福活動中心進行。 

<33> 九月二十九日（六）晚上邀請福建泉州基督教管弦樂團蒞臨總堂 

   舉行音樂分享會。 

<34> 十月一日（一）國慶教會同樂日。 

<35> 十月二日（二）會友許婉婷姊妹誕下一女嬰，取名施芯懿。 

<36> 十月十一至十四日（四至日）澳門第十六屆基督教書展。 

<37> 十月十二至十四日（五至日）區聯會培靈會。 

<38> 十月十五日（一）初信者陳光弟兄家裏拆偶像。 

<39> 十一月十五日（四）正式簽契賣出利添原堂址。 

<40> 十一月十五至二十日（四至二）邀請福建南安伍加順牧師及伍謝  

  麗虹師母蒞臨本堂交流，並於十一月十七日（六）晚舉行「新星 

  代」佈道會。 

<41> 十一月二十八日（三）正式簽契買入永豐新堂址。 

<42> 十二月十日（一）永豐新堂址裝修工程竣工。 

<43> 十二月十四日（五）黃仰華夫婦添一女孫兒，取名黃琪瑤。 

<44> 十二月十五日（六）學生團契及青年團契聯合聖誕慶祝活動「家    

                     有你我」。 

<45> 十二月十九日（三）以斯帖團契聖誕歡聚活動。 

<46> 十二月二十日（四）弟兄團契聖誕歡聚活動。 

<47> 十二月二十一日（五）迦勒團契聖誕歡聚活動。 

<48> 十二月二十三日（日）新堂落成後舉行首次崇拜~~ 早、午堂聯合 

                      聖誕崇拜暨感恩餐會。 早、午堂主日學聯 

合慶祝聖誕。 

<49> 十二月二十四日（一）晚上家庭及街頭報佳音。 

<50> 十二月二十五日（二）第 148 屆洗禮暨轉會禮及嬰兒按手禮。 

<51> 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區聯會跨年禱告會。 



2019 年閩南堂-堂委名單 
藍中港牧師、高清河、陳新發、陳松林、陳萍萍、施蜜理、吳麗芬、 

洪鴻波、蔡秀潤、洪清敏、王麗莉、許振田、莊福金、王耀進、李德華、

黃志鴻、黃寶儀、黃曉芬、施美融、周 智 
                                                   

             2019 年閩南堂事工計劃 

一.目標 

1.維擊凝聚，建立關懷網 

2.重建青年及青少年事工 

3.重建教會 

 

二.具体事工推動 

1.分區牧養 

  把原有的分區安排組合成為2大组7小區 

第一组 

南安、石獅、青年 

第二組 

惠安、晉江、安溪、泉州 

每月第二周領袖組長訓練 

每年两次片區專場 

加强探訪關懷 

 

2.青年及年少年事工發展 

新春堂委核心退修定三年事工計劃 

帶動青年青少年事工及青年領袖`` 

開始午間學生小組 

挑戰青年献身全職事奉 

 

3.新堂建設 

1月8日收回K舖，新春後展開第二期工程 

4月21日堂慶+献堂禮 

加强兄姊参與教會事工及接待安排 

組織業主會翻新大厦及設施 

10~13年内清還無息貸款 

15~20年内清還所有貸款 



2018年筷子基堂事工回顧 
一月 

1月1日晚上七時正愛筵 

每逢第一主日崇拜散會為生日兄姊慶生 
1月21日佈道隊 
1月28日敬老行動 
 

三月 
3月11日佈道隊 
3月24日迎接復活主 
3月24日啟發三 
3月30至4月2日台中短宣 

 
四月  

4月1日復活節崇拜  
4月8日佈道隊 

 
五月 

5月 1日家庭活動日 
5月12母親節聚餐 
5月27日童心樂悠悠 
5月26日啟發 

 
六月 

6月10日佈道隊 
6月17日父親節聚餐(家父有選擇) 
6月23日啟發 

 
七月 

7月7日家家同樂日 
7月8日佈道隊 
7月26至27日彩虹人生Run&Fun 
7月28日啟發 

 
八月 

8月10日八月慶生暨週年紀念(黑沙環麥當奴) 
8月25日啟發 

九月 
9月10日佈道隊 
9月22日啟發 
9月24日相約在中秋戶外聚會 
9月25日青年活動日 



 
十月 

10月21日佈道隊 
 
十一月 

11月11日佈道隊 
11月24日啟發 

 
十二月 

12月15日少年聖誕慶祝會 
12月22日青年聖誕社區見證 

 

 
2019年筷子基堂事工小組名單 

馮漢華傳道，唐影彤姊妹，郭志嬌姊妹 

周煥萍傳道，許小燕姊妹，關宇鵬弟兄，林艷芬姊妹 

 
 

2019年筷子基堂事工計劃 
一. 主題: 有福氣的家 

 
二.  重點: 

1. 左鄰右里美點分享: 多逢三月五月六月九月作重點, 家庭聚會邀請

多家或鄰居出席, 分享茶點和見証 

 

2. 全家福–全家旭: 基督徒家庭在聚會、聚餐、旅行作見証和獻唱送

禮, 以及社區活動鼓勵全家參與影響社區的認同和接觸份量 

 

 

3. 我是街坊: 得人小組有各家成員, 大有大組, 細有細組, 老有小組, 

幼有小組, 社區化祝福各家庭, 週間或節期出現所參與社團或社區 

 

4. 家家同樂: 化零為整每個主日齊齊領人聚會, 領人聚餐, 領人認識

主, 領人來主日學, 組與組配搭栽培人才和培育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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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期望: 

 入
組 

入
家 

出
席 

義
工 

事
奉 

受
訓 

組
長 

佈
道 

受
洗 

奉獻 

內容 

造
就,
牧
養 

團
契, 
關
心 

聚
會, 
進
度 

人
手, 
支
援 

崗
位, 
受
訓 

LTI, 
參
與 

人
手, 
進
度 

次
數, 
跟
進 

入
班, 
已
洗 

收入,  
  支出 

2018 
10 12 45 12 7 10 3 6 3 70萬/ 

60萬 

2019 
12 12 50 20 3 12 2 15 3 60萬/ 

55萬 

 
四. 目標: 

 崇拜 職青 學生 少契 禱告會 洗禮 家聚 

2019 39 23 10 22 10 3 10 

 
五. 事工/活動內容: 

1. 資源: 

1- 人力 

四區十二家家長, 事工小組, 倍增門徒, 義工, 小業主 

2- 物力 

每季預算宣傳, 籌款進度, 澳基會贊助部份活動, 借用波地, 

社團場地和出席活動 

 
2. 策略: 

1- 挑戰青年人與神約定，提早規劃假期參與教會不同聚會。 
2- 每季一次多元化福音佈道隊，訓練兄姊傳福音並建立傳福音
習慣。 

3- 聚會活動不依賴群組宣傳，花時間個別邀請，結合跟進策略
主動一對一關心邀請。 

4- 建立慕道者及初信者跟進策略，人人有小組造就，靈命共同
成長。 

5- 使用造就材料幫助兄姊成長, 掌握信仰基礎。 
6- 有參加社區內社團活動的兄姊, 協助街坊家庭認識基督的愛, 
建立友誼和支援。 

7- 邀請小業主和住客出席聚餐、活動、旅行, 保持左鄰右里來
往, 福音生活化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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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行事曆: 

日期 活動摘要 日期 活動摘要 

一 
1 愛筵 

社區親子活動籌備 
七 

 興趣班 

義工服務一天團 

二 
7-9 

10 

新春領袖訓練營 

福音團年飯 
八 

 暑期領袖訓練營  

社區回歸街頭快閃遊戲 

三 
 興趣班與暑期活動籌備 

左鄰右里美點分享(一) 
九 

13 相約在中秋 

左鄰右里美點分享(四) 

四 

4 

19 

 

21 

21-22 

清明節怎麼過 

受苦節禱告會, 聯合聖餐

崇拜 

復活節崇拜 

復活節快閃短宣 

十 

1 

 

6-7 

12 

國慶家庭同樂日 

小組活動 

青年兩日一夜重裝備 

親子歡樂一日遊-長隆

海洋王國 

五 

1 

11 

12-13 

26 

左鄰右里美點分享(二) 

母親節聚餐 

小組野外福音活動 

"童 "心樂悠悠  

十

一 

2 

4 

聖誕佈置 

報佳音練歌 

六 

2 

8 

16 

 

第149屆洗禮+感恩會  

家家同樂日  

父親節聚餐 

左鄰右里美點分享(三) 

十

二 

8-9 

22-23 

24 

25 

31 

包聖誕禮物, 聖誕探訪 

門徒退修營 

聖誕報佳音, 聖誕崇拜 

第150屆洗禮+感恩會 

跨年祈禱會+新年倒數 

 

2018年下環堂事工回顧 

年初一舉行下沙筷小區聯會新春崇拜，地點：下環堂。 

參加區會舉行新春領袖訓練營 

3月16日 林樹財弟兄已於進行滴水禮,並已安息主懷。 

5月舉行母親節聚餐。 

 6月舉行父親節金曲夜。 

7、8月舉行各個暑活動：金門短宣、親子營、中學生生活營、成長  

   營、足球營、香港短宣1、暑假領袖訓練營、家庭退修營、香港短 

宣2。 

10月家庭旅行。 

12月份聖誕節：少年團、學生團、青年團、已婚團、婦女天地：舉行 

              聖誕慶祝、佈道會及親子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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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8屆洗禮及轉會禮名單：滴水禮: 袁奕雄弟兄 林紫雲姊妹 

洗  禮: 鄭凱恩姊妹 楊以心姊妹   按手禮: 下 環 堂:陳施雨小弟弟 

 

 

2019年下環堂-堂委名單 
張志樂、蔡嘉振、楊永添、譚又新、鄭耀功、鄭德賢、梁毅豪、 

楊牧師、陳美芳、楊師母、彭麗群、麥劍雲、譚麗嫦。 

 

下環堂2018年檢討-2019年事工方向 

 

目的：努力建立一間健全的教會以便向澳門及其他地方各年齡段的人 

傳揚耶穌基督。 

目前情況： 

人力：全職同工3人 

 

少年團契： 

 

毛毛 

虫組 

螞蟻組 瑩火 

虫組 

蜜蜂組 小結 下浸 

3-4年級 

下浸 

5-6年級 

總數 

14人 16人 25人 13人 68人 30人 25人 123人 

 

少年團的問題及改善方法： 

1. 人手不足：要保持有足夠人手不容易。(近年不斷挑戰已婚兄姊參 

   與、培訓中學生投入事奉當中。) 

2. 高小流失：部份團友沒有升上中學生團契。 

3. 有些補習生不來補習就不來團契。 

4. 其他事工如學校事工及游水班，因未有納入團契故未有計算，新學 

   年正考慮如何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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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團契：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總數 

5 4 1 1 4 1 16 

 

學生團的問題及改善方法： 

1. 導師換人：有導師要到外地升學、有導師要生BB而暫停事奉，故 

學生團契呈現人手不足現象。(正努力挑戰其他兄姊參與。) 

2. 學生升學：大部份到外地升學而沒有留在澳門升學，故形成大專生 

沒有參與在教會事工中。(部份回澳時才會積極參與。) 

3. 暑假期間正挑戰新學生參與。 

4. 足球營學生對福音態度正改變，今年有人決志信主，但未有返團契。 

 

青年團契： 

 

弟兄組 雲小組 群小組 TAMMY組 

10 9 5 5 

青年團契問題： 

1. 在職者因工作原因出席不穩定。(努力推動兄姊要在團契中同走天 

路。) 

2. 留在澳門的大專生不多。故在新人上欠缺動力。 

 

已婚事工： 

 

成年年婦組 年輕夫婦組 婦天天地 

29 13 13 

1. 週五聚會時間因翌日小朋友要返學會影響出席。但週六因人手問題 

未能定在週六。 

2. 今年分了兩組出席分享情況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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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室事工： 

 

 初小補習室 高小補習室 中學補習室 

學生 20 12 3 

導師 9 5 1 

 

補習室問題： 

1. 學生温習主動性不強，導師們要花很多時間。 

2. 補習老師人手不足。 

3. 漫長等待發牌。 

 

崇拜方面： 

主日崇拜的情況： 

<1>節期旅行成為主日崇拜最大影響，其中春節、受苦節、暑假、聖 

誕節影響最甚。 

<2>信徒在早堂不能出席時，並不熱衷於晚堂崇拜。 

<3>中學生出席主日崇拜不理想。 

<4>出席崇拜情況： 

 

 已婚

弟兄 

已婚

姊妹 

在職

弟兄 

在職

姊妹 

大專

弟兄 

大專

姊妹 

中學

弟兄 

中學

姊妹 

合計 

曾出席 

崇拜 

17 36 11 22 5 6 5 3 105 

每月出席 

3-4次 

11 25 6 12 0 1 0 1 56 

每月出席 

1-2次 
2 2 6 3 0 0 1 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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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全年收入 全年支出 當年結存 

2015年 2,811972.67 2,362,942.67 44,9030.00 

2016年 3,048,323.33 2,004,330.16 1,043,993.17 

2017年 3,028,254.78 2,242,601.10 785,653.68 

 

收入方面： 

(1) 去年有裝修奉獻，奉獻較多，除去裝修後，2017年奉獻有些增長。 

(2) 但收入是包括擴堂奉獻在內。 

支出方面： 

(1) 租金和同工支出是主要項目。因同工加薪及加入，故支出多了一些。 

(2) 另支出方面以往沒有把折舊加入其中，但去年把折舊計算，故有所 

   增加。 

 

2019年起會重新推動教會的主體方向：直綫化、橫向化、系統化、信

徒祭司化、異象化。 

 

2018年沙梨頭堂事工回顧 

2月 舉辦新春長者宴 

 18位兄姊參加領袖訓練營 

3月 4位兄姊參與由北區宣道堂舉辦之廣西愛心之旅 

 舉辦復活節兄姊家人之長者宴 

 各團契舉行復活節佈道會及慶祝活動 

 參與下沙小聯會的受苦節禱告會 

4月 參與區會的愛心工程步行籌款活動 

5月 參與下沙小聯會舉辦的母親節聚餐 

6月 舉行父親節福音主日 

7-8月 舉行一年一度的興趣活動，參與者20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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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與香港努力試合辦義工培訓 

8月 17位兄姊及團友到福建省將樂縣教會參與運動交流的服事 

 14位兄姊參與區會領袖訓練營 

9月 舉辦關懷社區系列講座 

10月 舉辦國慶長者宴 

 舉辦樂高拼砌比賽 

10-11月 與香港“努力試”合辦SEN家長“家居訓練”課程 

12月 各團契舉行聖誕佈道會及慶祝活動，參與者約150人次 

 舉辦聖誕節兄姊家人之長者宴 

 參與下沙小聯會退修營 

 參與下沙小聯會的平安夜崇拜； 

 平安夜當天上午組織小朋友到區內不同景點報佳音， 

 並於崇拜後組織兄姊及團友到兄姊家中及不同景點報佳音 

 鄭梓鋒弟兄與葉琦英姊妹在 第148屆洗禮暨轉會禮接受洗 

   禮；以及汪繼恒弟兄參與轉會禮 

 

2019年沙梨頭堂-堂委名單 

堂委成員：李燕平姊妹、馮振康弟兄、馮  欣姊妹、黃碧麗姊妹、 

      何群好姊妹、何群妹姊妹、李英南弟兄 

傳道同工：彭志偉牧師、彭林滿紅師母、何嘉慧傳道、沈世傑傳道 

 

                2019年沙梨頭宣道堂計劃 

主題：當敬拜主 

教導的方向： 

- 讓敬拜成為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事 

- 我們應如何敬拜  

- 幫助兄姊生命成長，更敬拜神 

- 不要太強調祝福、敬拜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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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沙梨頭堂行事曆 

一月 

2-4, 7-8 自閉症兒童家長同行小組(第一次)  13 年會、門徒大會     

26 長者宴  27 沙宣主日 

二月 

5 小聯會新春崇拜  7-9 新春 LTI  10 生命導師會議、佈道隊    

17 洗禮班開課  15, 20, 22 自閉症兒童家長同行小組(第二次) 

三月 

10 小組長會議、佈道隊  24 愛筵 

四月 

12, 17, 26 自閉症兒童家長同行小組(第三次)   

14 生命導師會議, 復活節嘉年華 

17 逾越節晚餐  19 小聯會受苦節默想禱告會   

19-20 三場團契佈道會 28 愛心工程步行籌款 

五月 

10, 15, 17 自閉症兒童家長同行小組(第四次)  11 母親節聚餐 

12 小組長會議、佈道隊  26 愛筵 

六月 

2 洗禮  16 爸爸主日、生命導師會議、佈道隊  17-21 同工退修 

七月 

1 暑期活動開始  14 小組長會議、佈道隊 28 愛筵  29-31 短宣 

八月 

1-2 短宣  6-8 暑期 LTI  9 遍傳日  12-14 學生營會   

25 暑期導師聚餐 

九月 

2-4 同工事工研討會  13 中秋賞月  15 小組長會議、佈道隊 

27-28 關懷弱勢社群講座  29 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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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1 十一國慶教會同樂日  10-13 書展  11-13 培靈會   

13 生命導師會議、佈道隊  27 全教會旅行 

十一月 

10 小組長會議、佈道隊  24 愛筵 

十二月 

13-14 三場團契佈道會  20 回歸廿週年晚會  24 報佳音   

25 洗禮  31 跨年禱告會   小職會退修(日期未定) 

 

2018年新橋堂事工回顧 
1月14日  區聯會事奉團隊代表聚餐&區聯會會友年會 

1月21日  生命立志主日 

1月28日  探訪隊訓練 

2月11日  佈道隊(探訪) 

2月18日  新春團拜 

2月18~20  新春領袖訓練營   

2月25日  新生命小組長訓練日 

3月11日  戶外嘉年華會 

3月18日  36週年堂慶感恩會 

3月25日  愛心工程主日、新生命小組長訓練日 

3月29日  逾越節晩會 

3月30日  受苦節聯合聖餐崇拜 

4月8日  佈道隊 

4月22日 新生命小組長訓練日 

4月29日  愛心工程步行籌款 

5月12日  母親節懇親會 

5月20日  佈道隊（探訪） 

5月27日  新生命小組長訓練 

6月3日   14７屆洗禮暨轉會禮  

6月10日  佈道隊 

6月24日  新生命小組長訓練 

7月       暑期興趣班 

7月24~27 少年福音營 

8月       暑期興趣班 

8月2~4日 Life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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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9日 暑期領袖訓練營 

8月9日   遍傳高峰日、佈道會 

8月12日  營會會面日 

8月17~19 學生生活營 

8月24~26 事奉者退修會 

9月3~5日 同工事工研討會 

9月10日  佈道隊 

9月23 日  事奉者訓練日 

9月30日  戶外嘉年華會 

10月1日  十.一國慶家庭同樂日、BBQ 

10月11~14 基督教書展 

10月12~14 培靈會 

10月14日  佈道隊 

10月28日  少年團契40週年團慶感恩會 

11月26日  差傳主日、事奉者訓練日 

12月9日   佈道隊(探訪) 

12月22日 少年聖誕嘉年華會 

12月24日  聖誕慶祝聚會&佈佳音 

12月25日  148屆洗禮暨轉會禮 

12月25~29  台中短宣隊 

12月31日  聯合祈禱會 

 

2019年新橋堂-堂委名單 

堂牧：梁錦棠牧師 

主席：何雲香傳道 

文書/宣傳：周穎心姊妹 

財務：司庫：何雲香傳道、(李美嫦姊妹)；司數：(周雪玲姊妹) 

幹事：黃金華弟兄 

崇拜協調部：黃金華弟兄 

靈修禱告部：陳凱莉姊妹、譚麗禧姊妹 

佈道訓練部：雷雲飛傳道、雷雲龍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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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齡事工部：少年：鄭凱珊姊妹；學生：陳立柱弟兄 

            在職：雷雲飛傳道；家庭：陳志明弟兄 

 
2019年新橋堂事工計劃 

使命宣言：傳道、明道、行道 

經文：太28：19-20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

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教會使命與教會系統關係圖 

 

說明： 

新橋宣道堂系統主要分為教會發展組與教會行政組兩部分。 

教會發展組： 

主要功能是策劃與執行教會使命，其中以分齡事工部為重心角色，因

它是最前線面對不同年齡層的需要和牧養，其他部門則應提供不同方

法協助分齡事工部實踐使命。 

教會行政組： 

主要功能是處理教會日常的行政工作，積極配合教會發展組所提出的

策略，協助教會使命的達成。 

 

教會行政組： 

文書宣傳部 

崇拜協調部 

司數/司庫 

幹事 

教會發展組： 

靈修禱告部 

佈道訓練部 

分齡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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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方向 

使命 目標 策略 

 

 

 

 

 

 

傳道 

家庭 

1. 建構孩子的宗教培育概念, 

2. 以自身家庭為重心塑造信二代 

3. 接觸有共同興趣的新朋友 

在職 

1. 接觸少年團或自修室的家長 

2. 接觸有共同興趣的新朋友 

學生 

1. 以同學朋友為得人對象 

2. 以教會小學畢業生為得人對象 

少年 

1. 接觸自修室學生 

2. 以同學朋友為得人對象 

家庭 

1. 每月兩次閱讀家庭宗教培育文章 

2. 逐步建立家庭祭壇習慣 

3. 定期舉行小組對外活動 

在職 

1. 定期探訪(兩個月一次探訪隊) 

2. 每兩個月最少一次小組對外活動 

學生 

1. 把握事工部所籌劃的得人策略 

(團契/佈道隊/暑假/自修室) 

少年 

1. 把握事工部所籌劃的得人策略 

(團契/佈道隊/暑假/自修室) 

 

 

 

 

 

 

明道 

家庭 

1. 建立渴望神話語的群體氣氛 

在職 

1. 建立渴望神話語的群體氣氛 

2. 培育栽培組員靈命 

3. 塑造栽培組長 

學生 

1. 定期建立初信小組(按新人數量) 

2. 培育栽培組員靈命(已過濾的初信者) 

3. 塑造栽培組長 

少年 

1. 深化高小團友的培育 

家庭 

1. 每月一次團契研經班 

在職 

1. 每月一次團契研經班 

2. 每月兩次小組查經 

3. 每月一次小組長訓練 

學生 

1. 每月兩次小組查經 

2. 每月一次小組長訓練 

少年 

1. 對高小團友作更深入的關心與教 

導 

2. 確立高小團友在少年團的參與角 

色 

 

 

 

 

 

行道 

家庭 

1. 關心少返教會的家庭兄姊 

在職 

1. 關心基督徒大專生(大三、四) 

2. 關心少返教會的在職兄姊 

學生 

1. 關心本地與海外大專生 

2. 關心中學生的學業需要 

少年 

1. 關心小學生的學業需要 

家庭 

1. 以個人形式作定期關心 

在職 

1. 以個人/小組形式作定期關心 

2. 以小組形式作定期維繫 

學生 

1. 每月一次高三大專視像祈禱會 

2. 協助自修室 / 溫習室 

少年 

1. 推動自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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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北區宣道堂回顧 

1月 7日  生命立志主日 

1月14日 讀經主日 

      區委、堂委、團長、帶職、詩班長餐會 

     區聯會會友年會 

1月 28日 北區宣道堂21週年堂慶感恩崇拜暨愛筵聚餐 

2月18日-2月20日  區會新春領袖訓練營 

2月 25日 禱告主日 

3月 24日 靚媽復活節佈道會 

3月 25日 愛心工程主日 

     關懷社區街頭佈道(一) 

3月3 0日  受苦節默想祈禱會 

     區會受苦節聖餐崇拜 

3月31日   少團復活節佈道會 

4月1日    復活節主日 

4月9-13日 廣西愛心之旅 

4月22日   自修室親子郊遊 

4月29日   詩班主日 

     愛心工程步行籌款 

5月 6 日  廣西愛心之旅分享主日 

5月12日   母親節聚餐 

5月27日   關懷社區街頭佈道(二)  

6月 3 日  第147屆洗禮 

6月17-18日  核心退修會 

6月24日     學園主日 

7月2-28日  暑期興趣班 

7月14-15日 少年福音營初小營 

7月21-22日 少年福音營高小營 

7月27-28日 精兵隊之旅 

7月29-8月5日  以色列之旅 

8月7-9日      暑期LTI 

8月1 0日      遍傳高峰日 

         家庭歸主佈道會 

8月15-18日    旺角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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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  「凝聚愛 暖中國」廣西環山慈善跑 

10月 1 日  十一教會同樂日 

10月12日  自修室開課禮 

10月11-14日  基督教書展 

10月12-14日  培靈會 

10月21日  關懷社區街頭佈道(三) 

10月28日  第十屆帶職傳道結業感恩分享主日 

          結業帶職：林煒雄弟兄 高穎姿姊妹 廖玉芬姊妹 

           馮偉源弟兄 區美琪姊妹 

11月 3日  少團20週年團慶 

11月11日  詩班分享會 

12月 2 日 差會主日 

     關懷社區街頭佈道(四)  

12月15日  在職牧區聖誕送暖活動 

12月20日  少年團契暨自修補習室聖誕佈道會「傳遞的愛」 

12月21-22日  學生牧區聖誕營會「真摰的聖誕」 

12月24日     報佳音 

        平安夜崇拜「奇妙聖誕」 

12月25日  第148屆洗禮 洗禮：梁健豪弟兄 趙淦青弟兄 

      大專外展聖誕活動 

12月31日 年度感恩崇拜暨屬靈新丁生日會 

屬靈新丁名單： 

在職牧區：高錦明、周偉泉、馮偉文、鄧敬就、溫健森、 

          鄭美琳、林寶儀 

學生牧區：余家嘉、周詠康、梁振邦、鄭國亮、陳厤建 

     跨年聯合祈禱會 

 

2019年北區宣道堂-堂委名單 

堂委主席：余志健牧師 

廖玉芬姊妹 曹淑賢姊妹 陳少嫦姊妹 周文來弟兄 吳聖培弟兄  

李桂標弟兄 李兆隆弟兄 凌綺君姊妹 盧康莉姊妹 馮偉源弟兄  

雷志恆弟兄 高穎姿姊妹 郭靜文姊妹 黃悅鑾姊妹 蕭慧娟姊妹  

林煒雄弟兄 何詠詩姊妹 何文達弟兄 區美琪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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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委兼任之主要服侍如下: 

堂委文書：黃悅鑾姊妹  教會司數：陳少嫦姊妹   

教會司庫：曹淑賢姊妹 

媒體宣傳：周文來弟兄 

在職牧區導師：林煒雄弟兄 吳聖培弟兄 陳少嫦姊妹 何詠詩姊妹 凌

綺君姊妹       

學生牧區導師：何文達弟兄 廖玉芬姊妹 區美琪姊妹 

敬拜禱告部：吳聖培弟兄（聖禮／靈修） 李桂標弟兄（禱告） 

      李兆隆弟兄（聖樂） 凌綺君姊妹（聖樂） 

關懷生命部：馮偉源弟兄 

栽培訓練部：雷志恆弟兄 

事工發展部：余志健牧師 

佈道宣教部：盧康莉姊妹 李桂標弟兄 

少年事工：高穎姿姊妹  團長：郭靜文姊妹 

主日學：黃悅鑾姊妹  蕭慧娟姊妹 

婦女事工：凌綺君姊妹 曹淑賢姊妹 

小組長：周文來弟兄 馮偉源弟兄 盧康莉姊妹 李桂標弟兄  

郭靜文姊妹 

 
2019年北區宣道堂事工計劃 

                        

區會口號：團隊 宣教 差傳 

北宣精神：愛神→愛人→立己→服侍人→傳揚神 

 

2019年北區宣道堂整體計劃---服侍年 

 

經文：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彼前4:10) 

 

延續區會2017-2018家庭歸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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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關懷，走進家庭～延續愛在北區 

目標：憑信心每年帶領十個社區家庭歸主 

得人：以自修室之學生家庭及兄姊父母家人為主要關心接觸的對象 

造就：爸爸加入在職牧區弟兄小組 

        媽媽加入在職牧區姊妹小組或婦女小組 

        子女加入學生牧區或少年事工 

 

配合區會2019-2020長者歸主年 

配合婦女工作同步發展，同時在在職牧區挑戰有心志想服侍長者的兄

姊成立關懷長者小組。 

                  

>堂委會 

  目標：>加快會議效率 

         >思考及定下2021-2030教會總體計劃 

  建議活動：每月一次堂委守望祈禱會（註：暑假暫停） 

 

>學生牧區   

  目標：>各小組有一至兩位成員加入 

          >牧區成員穩定岀席崇拜 

          >積極認領少團五六年級學生 

          >期望整個牧區憑信心認領一至兩間北區學校關心，以校園外

展方式接觸，廣泛撒種。 

  建議牧區活動：舉辦學生福音營（新北小聯會） 

                     開辦貞young課程 

               學生退修會 

>在職牧區  

 目標：>各小組有一至兩位成員加入 

          >牧區成員穩定岀席崇拜 

          >期望每個家庭憑信心認領一至兩個北區家庭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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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牧區活動：>配合佈道宣教部推動台灣短宣 

                     >在職青年退修會 

   >敬拜禱告部 

   -繼續推動區會及本堂讀經計劃（讀經馬拉松） 

   -挑戰兄姊成為代禱勇士，建立代禱服侍團隊 

  -善用詩班房，開展培訓 

   -認真建立各隊詩班服侍（榮美崇恩詩班／甘霖詩班／傳頌詩班） 

  

>關懷生命部 

   -安排全教會活動：愛筵／五一／十一活動 

   -善用宣愛基金，幫助有需要的人 

  -開辦家庭講座，祝福社區 

 

>栽培訓練部 

   -繼續執行教會整體全人成長工作 

    個別關顧>小組造就>教會栽培>區會訓練（ＬＴＩ／帶職訓練） 

 -挑戰兄姊參與區會領袖訓練營 

 -按季度與核心兄姊查考十階段 

 

>事工發展部 

   -社區中心自修補習室>挑戰更多職青參與服侍 

   -廣西扶貧>挑戰新的事工負責人承擔服侍 

            探討開展其他有需要幫忙的地方 

   -主日學>挑戰更多職青參與服侍 

   -少年事工>重點栽培第四屆精兵隊訓練工作 

   -婦女事工>憑信心認領北區五至六位長者埋身關心。 

對象：自修室家長 ／兄姊家人 

            協助自修補習室預備下午茶點 

 -師友計劃>推動更多在職青年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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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務管理>初步執行教會第四及第五期裝修工程（接待處、教會門

面副堂小組房及自修室） 

 -大專外展>開展校園得人計劃 

 

>佈道宣教部 

   -建立探訪隊 

   -為2020年全澳遍傳年做準備 

   -推動臺中短宣服侍（初定10月4-7日） 

 
 

2018年祐漢堂事工回顧 

1月 7日（日下午）堂委會議. 

     14日（日下午）區聯會年會 

     28日（日下午）老友記歡聚（健康測試站） 

       （本月底薛小忠/余小玲家喜獲男孫） 

 

2月 4日（日下午）堂委會議. 

2月11日（日下午）老友記開心日. 

2月18日（日上午）新春團拜暨聚餐. 

2月18–20日（三日）新春領袖訓練營. 獻身帶職傳道：陳健國弟兄. 

2月25日（日下午）老友記歡聚（團年） 

 

3月 4日（日下午）堂委會議. 

3月11日（日下午）老友記開心日. 

3月25日（日上午）愛心工程主日. 

       （日下午）老友記歡聚. 

3月29日（四晚上）逾越節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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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五晚上）受苦節聯合聖餐崇拜. 

3月31日（六下午）復活節學生活動. 

 

4月 1日（日上午）復活節崇拜. 

       （日下午）堂委會議. 

4月 8日（日下午）老友記開心日. 

4月22日（日下午）老友記歡聚. 

4月29日（日下午）愛心工程歩行籌款日. 

       （本月中文肖冰姊妹母親享高齡離世） 

 

5月 6日（日下午）堂委會議. 

5月12日（六晚上）祐/新 「愛.回家」母親節聚餐. 

5月13日（日下午）老友記母親節慶祝. 

5月26日（六下午）敬老日探訪老人院. 

                 主領：香港生命樹宣教網絡使命堂. 

5月27日（日上午）福音主日—愛的季節. 

                 主領：香港生命樹宣教網絡使命堂. 

       （本月頭高學舉母親享高齡安息主懷） 

 

6月 2日（六下午）堂委會議. 

6月 3日（日下午）第147屆洗禮暨轉會禮. 

6月10日（日下午）老友記開心日（生日會） 

6月16日（六晚上）「愛.同行」父親節特別聚會 

                  聚餐+健康講座. 

6月24日（日下午）老友記科學館半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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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日（日下午）主日事奉人員提示會.  堂委會議. 

7月 8日（日下午）老友記開心日. 

7月15日（日下午）小組聯合活動—保齡球賽. 

7月22日（日下午）老友記歡聚. 

7月24-28日（四日）新橋/祐漢少年福音營. 

          （本月中趙郁漢弟兄享高齡安息主懷） 

 

8月 5日（日下午）堂委會議. 

8月7–9日（三日）暑期領袖訓練營. 

8月10日（五）遍傳高峰日. 

8月12日（日下午）老友記開心日. 

8月17-19日（三日）新橋/祐漢學生福音營. 

8月25日（六晚）小組聯合活動—BBQ音樂會. 

8月26日（日下午）老友記歡聚. 

 

9月 1日（六晚上）蕭業中/鄧翠芹夫婦結婚1週年感恩會. 

9月 2日（日下午）堂委會議. 

9月3–5日（三日）同工事工研討會. 

9月 9日（日下午）老友記開心日（生日會） 

9月23日（日下午）老友記歡聚. 

9月24日（一晚上）愛.團圓中秋節慶祝晚會. 

 

10月 1日（一下午）十.一國慶家庭同樂日. 

10月 7日（日下午）堂委會議. 

10月11–14日（四日）16屆基督教書展. 

10月12–14日（三晩）區聯會聯合培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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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日下午）老友記開心日. 

10月28日（日下午）老友記歡聚(本月份進行禮堂及副堂露台裝修） 

 

11月 4日（日下午）堂委會議. 

11月11日（日上午）祐漢40週年堂慶活動一. 

         「人生不老生命分享主日」主領：總堂長青團契. 

         祐漢40週年堂慶活動二.   「敬老日聚餐」 

11月25日（日上午）祐漢40週年感恩崇拜. 

 

12月 2日（日下午）堂委會議. 

12月 9日（日下午）老友記開心日（生日會） 

12月16日（日上午）新年度事工分享主日. 

12月23日（日上午）聖誕崇拜. 

        （日下午）泉碧遊學園聖誕開放日. 

12月24日（一晚上）聖誕聯歡十報佳音. 

12月25日（二下午）第148屆洗禮暨轉會禮. 

12月31日（一晩上）區聯會聯合祈禱會. 

 

2019年祐漢堂-堂委名單 
堂委顧問：宣道堂港澳區聯會 

堂        牧 : 梁錦棠牧師 

主        席 : 高學舉弟兄 

財務部/司庫：林嘉慧姊妹 

財務部/司數：梁林寶歡師母（譚淑欣姊妹） 

文書部/宣傳：蕭業中弟兄（林嘉明弟兄） 

長青事工部：魏淑華姊妹  林海英姊妹 

家庭事工部：高學舉弟兄  陳月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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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事工部：鄧翠芹姊妹  王炎東弟兄 

學生事工部：陳綺雯姊妹  林嘉慧姊妹 

聖    樂    部：王炎東弟兄  鄧麗英姊妹 

聖    禮    部：李威達弟兄  余勝發弟兄（李鑿山弟兄） 

 

2019年祐漢堂全年事工重點 
 

1月     

    6日(日) 「生命影響生命」特別主日(一) 

                          林寶珠/中樂團 

    13日(日)  區會會友年會 

    27日(日)  生命立志主日 

7月（第二階段短期興趣班） 

    14日  「生命影響生命」特別主日(四) 

           劉牧師/教會小組化 

    31-8月3日(四日)   聯合少年福音營 

2月 

      7-9日(三日)  新春領袖訓練營 

       10日(日 “初六)  新春聯合團拜 

       14日(四)   情人節青年餐會 

8月    6-8日(三日)   暑期領袖訓練營 

       9日(五)   遍傳日佈道晚會 

       23-25日(三日)   聯合學生福音營 

       31日(六)   梁牧師夫婦結婚26週年感恩 

3月（第一 階段短期興趣班） 

    10日(日)  「生命影響生命」特別主日(二) 

              高卓山/柔道班 

    31日(日)   愛心工程主日 

9月 

  15日(日) 「生命影響生命」特別主日(五) 

            楊牧師/門徒造就 

  29日(日)  福音郊遊～ 世界之窗一天遊 

4月 

       18日(四)  逾越節晚餐聯合祈禱會 

       19日(五)  區會受苦節十架七言崇拜 

       20日(六) 「泉碧遊學園」復活節開放日 

       28日(日)  愛心工程步行日 

10月 

         1日(二)  國慶教會同樂日 

        10-13日(四日)  基督教書展  

        11-13日(三晚)  聯合培靈會 

        20日(日)  戶外公園嘉年華會 

5月 

       11日(六)  祐/新母親節聯合聚餐 

      19日(日)  「生命影響生命」特別主日(三) 

                鄭靜雯/小組詩班 

11月 

         9日(六) 「泉碧遊學園」堂慶開放日 

        10日(日)  人生不老生命分享會＋聚餐 

        24日(日)  祐漢堂41週年堂慶感恩會 

                  暨  差會主日 

6月 

       2日(日)   149屆洗禮暨轉會禮 

      16日(日)   父親節聚餐 

                “朱運柏一家” 

12月 

         15日(日)  戶外公園嘉年會華會～ 

                (香港生命樹宣教網絡使命堂) 

         20日(五)  澳門回歸20週年活動 

         24日(二)  聖誕慶祝＋佈佳音 

         25日(三)  150屆洗禮暨轉會禮 

         31日(二)  聯合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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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祐漢堂教會事工方向 

「門徒成長年」 

主題：獻上生日証主恩 

目的：1.「建立」各小組在事奉上/傳福音上成為活潑有動力的隊伍 

      2.「發揮」各小組在事奉上/傳福音上成為活潑有動力的隊伍 

 

配合：A. 門徒「建立」方面 

重點1：傳遞異象—-讓信徒確認門徒身份 

      *藉週日講台傳遞「作主門徒」  *藉特別主日激發事奉心志 

      「生命影響生命主日」 

 1月 林寶珠/中樂團    3月 高卓山/柔道班  5月 鄭靜雯/閩南堂 

 7月 劉牧師/門徒小組  9月 楊牧師/門徒造就 

 

重點2：重組新生命門徒30人 

     a .回到領袖訓練營   b .回到小組 

     c .回到聖經  屬靈閲讀—閲讀閲精彩. 

       閲讀時間—1月/4月/7月/10月   寫下心得—2月/5月/8月/11月 

       分享專欄—3月/6月/9月/12月 

    d .回到大使命    立志一年認領3人歸主 

       

 B. 門徒「發揮」方面 

重點3：推動生日會—獻上生日証主恩    20個成人生日會 

       10個少年生日會  10個成人週年慶祝會 

   目的：廣泛接觸，藉輕鬆及慶祝活動，將親友帶返教會建立關 

       係，作福音鬆土工作 

   內容：輕鬆遊戲，互動表演，信主見証慶生，送禮，介紹教會活動 

 

重點4：主題佈道會  全年辦4次重點佈道會 

       目的：藉生日會廣泛接觸新朋友 

             藉佈道會集合新朋友作福音收割 

       日期：六月份 父親節/朱運柏（朱運柏一家主領） 

             八月份 遍傳日佈道會（區會聯合安排） 

             十月份 戶外公園嘉年華會（北宣教會主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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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份 戶外公園嘉年華會 

                    （香港生命樹宣教網絡使命堂） 

重點5：信主見証集 

       全年出兩期雲彩見証集（四月一期，十月一期） 

       目的：回憶信主經過重燃愛主熱誠 

         作生日會佈道會後小禮物  寫下見証作好準備2020遍傳年 

內容：祐漢兄姊見証篇10位    伙伴堂會見証篇10位 

      特別人物見証篇10位    主題文章1篇 

      教會全年活動介紹 

 

重點6：發動新生命門徒30人 

       任務：a.協助愛心探訪       b.協助愛心敬老日—泉碧飯堂 

             c.協助籌備生日會     d.協助重點佈道會 

             e.協助組織福音佈道小組 

詩班小組/福音粵曲小組          話劇小組/讚美小組 

甜點制作小組/中菜制作小組 

 

訓練：為福音戰士安排興趣班 

       a.甜點制作班       b.中菜制作班     c.簡易結他速成班 

       d.烏克丽丽小結他班 e.少年鋼琴培訓班 f.讚美操康體班 

       g.實用插花班 

 

目標：挑戰每位門徒一年領3人歸主 

 
2018年旺角堂事工回顧 

2018全年度
主題 年度主題：扎根主道、多結果子 

1月7日 禁食祈禱主日，送暖行動，睦愛中心會送出暖包給區內長者、無
家者、清潔工友，關心和服事社區。 

2月18-20日 
香港新春LTI領袖訓練營，會到澳門參與總堂的LTI。參加32人。 

3月4日 
敬老主日，兄姊與100多位長者們到酒樓聚餐，餐後有免費剪頭髮。 

3月20日 
開辦晚上查經班（傳道書），題目：尋找生命的價值。  

3月25日 2018年度第一次會友大會。 
4月22日 新福事工波阿斯畢業典禮（本堂有何麗姊妹） 



( 66 ) 

5月13日 
母親節崇拜及聚餐。 

6月10日 
端午節探訪，在節日中把主耶穌的愛帶進社區，共探60戶基層家
庭。 

6月17日 
慶祝父親節，兄姊與父親一同到酒樓聚餐。 

6月24日 
第四十四屆洗禮，洗禮者有何湛洪、蒙永樂、孫遠明、周燕卿、
陳惠貞、嚴小蘭。而轉會有鄭英、彭月好、馬麗娥、羅菊妹。兒
童按手禮有蒙家壕、周天恩。 

6月30日 
本堂何麗姊妹，在6月30日正式請辭。 

而教會清潔工作，由鄧亞蘭姊妹在7月1日負責。 
7月8日 睦愛基金步行籌款日，大埔海濱公園，人數60人。 
7月20日至22日
暑期LTI 

暑期聯合領袖訓練營(LTI)，講員：陸幸泉牧師營訓，參與有50人 

7月16日至8月
31日 

暑期英文生活營，小朋友參加有86人。 

8月1日至3日中
學生營會 中學生營會，內容：貞YOUNG少年-青少年兩性教育課程營會，

在香港浸會園。參加人數30人。 
8月15日至8月
19日遍傳五天 旺角堂遍傳運動五天，主題：愛在這裡，事奉項目：睦愛飯堂、

佈道聚會、街頭佈道及福音探訪等等。參與兄姊共100人 
9月1日 本會與新福事工波阿斯課程(一年)，本堂有鄧亞蘭姊妹、黃輝蘭姊

妹及羅菊妹姊妹。 

9月1日 
逢禮拜六開辦金句識字班，歡迎各長者參與。 

9月2日 
為堂委，同工、帶職退修日，地點在沙田道風山。參與22人。 

9月16日 
中秋祝福探訪行動，一同參與關懷社區。 

10月27日至28
日 聯合培靈會，講員郭奕宏牧師，主題「扎根主道、多結果子」。使

靈命得著增長。 
11月4日 

基督少年軍第四屆立願禮，見證主恩。 
11月25日 

教會大旅行，元朗大棠及午餐盆菜。參加人數224人。 
12月9日 

大角咀區聖誕嘉年華會，下午晏架街球場舉行。 
12月23日 

2018年度第二次會友大會。 
12月24日 

平安夜晚會及報佳音，記念主耶穌的降生。 
12月25至29日 

到台灣五天台中短宣。參加有38人 
12月30日 

洗禮者(黎見洒、余海、黃衛中、胡傳韓、勞怡都、李玉洪、馮國
強、林珍怡)。轉會者(生觀送、黃國智)。兒童按手禮(梁瑞恒)。 

 



( 67 ) 

2019年旺角堂-堂委名單 

 
堂委：藍中港牧師、盧禮芬、潘樂祺、麥耀榮、 唐天保、黃振強、 

   藍濠港、霍嘉敏。 

 
2019年旺角堂事工計劃 

 

2019-2021年主題：迎接全面的復興 

「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詩篇80:3 

 

• 祈禱 

1. 每月一次晨禱會（早上6:30） 

 2. 建立長者祈禱組（由帶職傳道帶領） 

 3. 預苦期40天禱告操練      4. 每月祈禱表 

• 讀經和靈修 

           1. 週間查經班（經卷式） 

           2. 推動2年讀經計劃（每季讀經分享會） 

           3. 推動全教會以靈命日糧作靈修材料（主日學時段分享） 

• 福音行動，為主得人 

           1. 探訪組（配對定期探訪）   2. 佈道組（每月出隊一次） 

           3. 家家有寶貝計劃（向長者傳福音） 

各牧區事工方向及策略 

幼兒及兒童牧區 

得人－主要透過教會服務（功課輔導班及英文班等）及基督少年軍 

• 造就－主日學及小組。主日崇拜四班（親子、幼兒、初小、高小） 

• 差遣人－成立兒童小組詩班 

青少年牧區 

• 得人－ 透過中學功輔班、DSE 奮進班 

• 造就人－ 大團小組式牧養、2019 年開始分初中和高中團、門徒訓練 

• 差遣人－高中生為初中生開小組、負責佈道隊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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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牧區 

• 得人－社區服務、探訪 造就人－門徒訓練、婦女團契、查經班 

• 差遣人－訓練婦女領袖 

長者牧區 

得人－ 睦愛飯堂、探訪 

造就人－長者查經班，金句識字班，長青團契 

差遣人－ 長青祈禱組 

睦愛中心社區服事 

•睦愛飯堂-受眾為長者、露宿者、清潔工友、 

•基層家庭：午餐（100 人）晚餐（70 人） 

•每月物資日-受眾為長者及露宿者（100 人） 

•中小學功輔班-受眾為基層學童（80 人） 

•英文拼音班- 受眾為基層學童（40 人） 

•愛護站-受眾為清潔工友及年長管理員（30 人） 

•學前預備班-受眾為基層未入學的兒童（15 人） 

•免費個人及家庭輔導-受眾為基層家庭（50 人） 

•愛裡同行計劃-受眾為有 SEN（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及 

 家長（100 家庭） 

 

2018年上水堂事工回顧 

1_2月，主日talk一talk，造就圣徒，使他们成長。 

       推動兄姊参加澳門LTl，得着灵命餵養。 

3-4月，邀請兄姊參加受苦/復活節叙会，一同纪念主的受苦和復活大 

       能与兄姊一同出隊，在街上傳福音，派單張得人灵魂。 

5-6月，母親節崇拜特别叙会，为主收割灵云。 

       父親節叙会，向父親们/男人们傳福音。 

7-8月，與兄姊們一同参加香港旺角堂舉行的LTl，有3人奉献作帶職傳 

       道。舉行每週一次的祷告会，藉祷告興旺教会。 

9-10月，舉辦帶職傳道、堂委查經小组，造就圣徒，一同復興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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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姊们一同參加在香港旺角堂的培灵会，得着造就。 

11-12月，與温習班/幼兒班家長们一同去秋/冬季旅行，建立彼此关係， 

        方便日後傳福音。 

在12月23日下午在街上報佳音，氣氛欢樂愉快，也为立作美好見證。 

          與新橋堂、旺角堂一起去台中短宣，在服事中得着灵命復 

          興。 

2019年上水堂-堂委名單 

邱家宝（Maggie），樊太（張秀芬），陳澤洪(alen），陳嘉丽，陳剑雄，

李諾詩，巫迪华 

 

2019年上水堂事工展望 

 

1）推動兄姊们參加每月一次的佈道隊，为主得着更多灵云。 

2）鼓励更多中学生/大学生/青年人/婦女，参加每年兩次的LT|，因此 

   更多人受激励，走上帶職傳道/全時間同工/短宣、中宣的道理。盼 

   望由目前的6人，增加至10人，为教会將來準備人材。 

3）邀請全教会兄姊参加受苦/復活節叙会，重视與神关係。 

4）在母親/父親節叙会中，着力向家長们傳福音，领他们歸主，清楚 

   得救。 

5）盼望能舉辦少年活動週，與澳門堂会合作。(未確定) 

6）在暑期協助旺角堂遍傳工作，使上水堂兄姊得着造就、復興。 

7) 推動兄姊们參加香港区培灵会，在属灵上追求成長。 

8) 藉著秋/冬季旅行，再一次/笫二次向幼兒班/温習班家長们撒福音种 

   子，使他们得着平安的福音。 

9）強調持續的去台中短宣，每年12月都去台灣，還福音的債。盼望有 

   至少3年以上，持續的在台中有福音/短宣行動，使兄姊满有宣教的 

   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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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台中宣道堂事工回顧 

1月30日 世威定南夫婦加入台中堂, 台中堂傳道同工因此增加2人 

2月 1日  因租約快到期,開始同時考慮購堂事宜,並同步為新堂找地方 

3月 2日  開展國小事工, 崇威、定南、淑玲進入賴厝國小得勝者生命 

        教育任教 

3月18日 全教會戶外公園佈道        4月 1日 筷子基堂台中短宣 

4月 3日 全教會出遊                4月13日 總堂短宣 

4月27日 籌備2校足球籃球營聯合事工 4月29日 亞洲大學戶外崇拜 

5月 3日 賴厝國小得勝者結業  

5月 9日 主辦何厝國小漢口國中籃球營 

5月13日 母親節懇親活動       5月22日亞洲體育事工研討會 

6月     畢業生歡送           6月 5日 教牧退修會 

7月 1日 學園主日             7月 1日 敬拜團隊啟動 

7月 9日 主辦何厝國小足球營   7月20日 簽約過戶 

7月22日 新堂第一次主日聚會   7月24日 參與幸福小組國際研習會 

8月 1日 主辦立人國中新生訓練 8月18日 世威家新生兒牧約誕生 

8月25日 第三屆洗禮           9月 3日 澳門述職&事工研討會 

9月    舊堂搬遷新堂整理與裝修   10月1日 幸福小組密集訓練 

10月7日 兒主啟動            10月7日動員獻堂禮籌備並新堂整理 

11月1日 與基督教芥菜種會成為合作伙伴成立北區社區食物銀行 

11月3日 進入西苑高中得勝者課程任教 11月4日 台中宣道堂獻堂禮 

11月8日 設立傳道以外堂委兩位, 並每週一次堂委會, 形成事工團隊 

12月9日 青年英文會話班啟動         12月20日 聖誕節籌備動員 

12月25-28日 港澳聯合短宣聖誕活動    12月30日 年終感恩主日 

12月30日 兒童英文班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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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台中宣道堂-堂委名單 

羅崇威, 趙丹雲, 羅世威, 陳定南, 官淑惠, 謝淑玲 

2019年 台中宣道堂事工計劃 

年度主題：向下扎根 

堂委：羅崇威,趙丹雲,羅世威,陳定南,官淑惠,謝淑玲 

目標： 

1. 得人：主日聚會 20 人、兒主 10 人 

a. 落實幸福小組並加強福音預工 

2. 造就：全教會穩定靈修與禱告 

a. 錄製與發佈每日靈修默想聆聽版 

b. 多次多方推動有關禱告的信息與項目 

3. 差遣：發展一個新佈道小組 

a. 預備一位新任福長 
 
預定時間表 
1 月 1 日 啟動每天靈修默想 5 分鐘聆聽版(本堂傳道錄制) 
1 月 6 日 新年主日            1 月 親子館與配套活動啟動 
1 月 6-7 日 台中堂事工研討會    2 月 3 日 幸福小組籌備組啟動 
2 月 青少年樂器班啟動 
3 月 進入立人國小（彩虹愛家事工）（講故事） 
3 月 31 日 第 4 屆洗禮          4 月 4-6 日 兒童節嘉年華 
4 月 總堂短宣            4 月 15 日幸福餐會（啟動幸福小組） 
5 月 母親節懇親聚會      6 月 16,23,30 日幸福名人講座 
7 月 7 日 第 5 屆洗禮（預定）  7 月 兒童夏令營 
9 月 回澳述職事工研討會 10 月 北宣短宣 
11 月初 台中堂事工研討會&同工退修會   
12 月 香港堂短宣          12 月 年終感恩主日&年會報告 
 
2019 重點持續性事工 

1. 靈修默想錄製與內部發佈 第一期為羅馬書 
2. 幸福小組（系列性小組佈道聚會） 
3. 立人國小國中兒少事工（社團） 
4. 福音預工：親子館、職青英文班、兒童青少年樂器班、社區活 

   動、足球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