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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開會詞	 ：呂益駿執事	

祈禱	 	 ：林蘭芳執事	

財政報告	 ：張如清執事	

事工展望	 ：羅慶才牧師

	

議決事項：	

1.有關二零一六年財政決算，請公決案。	

2.有關授權呂益駿執事、林蘭芳執事及張如清執事代表教會簽署	

	 二零一六年財政決算，請公決案。	

3.有關二零一七年財政預算，請公決案。	

4.有關二零一七年核數師應聘請何人擔任及待遇若干，請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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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轉瞬間過去了。這一年我們有何所得，又有何所失？

就社會整體而言，二零一六年香港經歷了很多變化。農曆年的騷動，銅鑼灣書

店負責人「被失蹤」、立法會議員的宣誓風波、特首對四位議員所提的司法覆核

等，都使我們「大開眼界」。香港已經是一個我們感到越來越陌生的地方，對在

這地出生和長大的人來說，我們不禁會問：這是我扎根之處嗎？據新聞報道，查

詢有關移民的市民，有增多趨勢。

生活在這時代，作為信徒，我們的使命感是否變得更加逼切？

二零一六年，教會的目標是「被神建造•成為靈宮」，目標是探討「教會」的意

義，和信徒如何在當下的社會中活出基督的樣式。在上半年的主日崇拜中，我們

一同透過《以弗所書》來思考教會的意義、來學習如何在主裡成為一個有活力

的群體。作者教導我們，教會是一座讓神在內居住的殿，按著神的旨意來建造，

使神得著榮耀。教會是由一群充滿缺點的信徒所組成，卻不會因此而遭神嫌

棄，反而神藉基督將教會潔淨，成為新婦，歸基督所有。這就是救恩的意義。作

者提醒我們：「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二8），藉著檢視教會的建立，我們可以更

真實地領略這「恩」是何等奇妙。

在2016年中，我們邀請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為我們的教會進行了一次「體檢」，結

果是我們的教會距離「合格」的狀況，還有一段距離，需要作出努力改善的地方

仍有很多。對部份弟兄姊妹來說，「體檢」的結果沒有很大的驚喜（或驚奇），教

會有哪些弱點，其實都已心中有數，只是要作出改變，很多時候都是有心無力。

作為「靈宮」，建造工程仍在進行中（work	in	progress）。教會既是人的地方，

有缺欠實在不足為奇，重要的是我們肯努力，肯付出、肯參與和投入，靠著神的

能力，我們必會不斷地進步。

踏入2017年，我們的主題是「同奔主的路」。與去年一樣，我們亦會一同思想一

聖經書卷，今年所特選的是《彌迦書》。

為甚麼要選這主題？目的是希望教會能學習回應社會的狀況，在今時今日，學習

為主作先知，成為上主話語的出口。先知對所身處的社會極其關心，對掌權者的

種種行為，常具批判的眼光，而對生活在重壓下的同胞的狀況，感同身受。先知

的批判，不止是出於其悲天憫人的情懷，而是出於對神聖約的重視。在他們的眼

中，社會中的欺壓顯示出以色列的群體已經背棄了聖約的原意，必須回到這約

中，重回正確的軌道上，才能發揮蒙揀選的百姓的角色。

我相信教會的發展，必定不能離開或背棄對社會的承擔，因為教會就是世上的

鹽和光，我們不能單講發展而不理會周圍正在發生的事；我相信，當我們愈關心

周圍的人和他們的掙扎，教會就愈往深度去發展。不錯，我們的教會力量微薄，

面對整個社會的需要，實在是杯水車薪，起不了很大的作用。但我們不能因「善

少而不為」，不應因本身的局限就放棄了履行作先知的使命。站在人的角度，我

們對社會事務的理解和評價不盡相同，但作為信徒，我們都無可選擇地要學習

從聖經的教導來看所發生的一切，我們都要學習問：「這事公平嗎？」、「這事能

經得起公義的標準的量度嗎？」、「甚麼是神的標準？」

彌迦先知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同奔主的路」這主題就是取自《彌迦書》四5。

當大家讀到這篇分享時，相信教會已經就購置堂一事作出了決定；執筆之時，

仍未知道有何結果。但不論是遷入新堂，還是繼續在現時的堂址聚會，在討論

的過程中，我相信我們都一同學習了一些屬靈的功課。

【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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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很多肢體來說，這事來得很突然，事先沒有任何「徵兆」，如肢體間的討論、

或對教會在地方上的需要進行過意見交流等。據我所知，教會就堂所的發展（

不論是何種形式）並非沒有討論，實際上也進行了一些購置，只是後來因為其他

的事而沒有將堂所發展放在優先思考和進行的位置。如今，當這事再次被提起

時，難免令會眾有點不知何去何從。

經過這事，我們所學習的屬靈功課，就是要作好隨時的準備，好讓我們能在最

短的時間內，回應神的帶領。神步伐的緩急難以掌握，有時會令人措手不及，因

此，我們必須作好準備，以回應神的作為。

來吧，讓我們「同奔主的路」！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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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在巴西發現的巨型蟻穴

幾年前，一班科學家在巴西發現了一個荒廢了的蟻穴。他們將水泥灌入	

蟻穴中、等待水泥凝固、然後再小心挖掘。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之後，最終

出現在大家眼前的，竟然是一個深8公尺、面積約有46平方公尺、結構	

錯綜複雜的「地下碉堡」。這個發現，實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議──身軀如此

細小的螞蟻，原來是出色的工程師！

聖經中的《箴言》也有提及螞蟻，作者勸喻世人從觀察螞蟻而得著智慧，	

其中強調螞蟻的勤勞及為將來儲存糧食（六6-8、三十25）。或許，現代科學

家對螞蟻的研究及發現，也可讓我們從這些聰明的「無力之類」身上，	

學習另一些智慧。

螞蟻群是一個分工明確的群體，蟻后、雄蟻、工蟻各司各職，但同時又展現

超強的合作性。主力負責建造蟻穴的，應該是工蟻；不過，若沒有雄蟻的	

交配、蟻后的生產，及其他工蟻努力覓食及照顧幼蟲，則這個蟻穴絕不可能

被建成。即或能建成，也不過是一座有名無實的蟻穴而已。巴西這座	

巨大的蟻穴，顯示這個蟻群的數量龐大，因而需要不斷擴大領土，同時也證

明這個蟻群中的成員，都發揮了各自的職能，以致整個群體能不斷壯大。

2016年教會的主題是「被神建造•成為靈宮」，期望會眾都能靠著耶穌，	

一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弗二22），意思就是教會要	

成為神的居所。「成為靈宮」是一個頗為抽象的觀念，但也可以有較具體的

量度指標：

1.信仰群體能成為神的居所／靈宮，必須具備神樂意居住其中的特

質：這包括信徒能惡神所惡、愛神所愛。	

2.信仰群體能成為神的居所／靈宮，理應流露屬神的特質：這包括

彼此相愛、實踐公義、充滿喜樂、樂意事奉……等。

隨著2016年的過去，教會在新的一年將會面對購新堂及搬遷等大事。盼望

大家都作好準備「同奔主的路」，在未來的日子，每人都能謹守崗位、善

用恩賜來建立教會。願我們繼續成為神樂意居於其中的靈宮、教會能成為

榮耀主名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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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幾年，我都為年報寫一篇文章。今年，我想從四方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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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況：正因以上提及的組合，教會內也形成不同的小型事奉團隊。

以團契為單位的──兒崇導師（以姊妹為主）、約翰團導師（以雅各團團友為

主）、以利沙團導師（職青）、雅各團導師、撒母耳團導師（職成青）等，

還有青年人參與的職員會。以事工為單位──詩班、佈道隊、總務、敬拜隊、

關懷大使等等。當然，我們的同工和執事也是一個重要的團隊。

近三年，弟兄姊妹也自發組織一些事奉團隊，從青年的C-Major到佈道隊，還

有參與海外宣教的弟兄姊妹。另外，我們也有一些關心互愛弟兄和以心靈盼望

的書本而組成的小群體。這些都反映教會事奉團隊的多元性。

二、	 我們的事奉

我們是「同奔主的路」，一起事奉主。

思考：在事奉中建立關係，不只談事工，也談生命，因為導師作團友的

引路者，他們看到整個導師／領袖同心，也幫助他們對日後參與事奉留下好

榜樣。另外，我們不只有事奉的心志，也要有適當的訓練和支援，

這樣生命才不致太快「枯竭」。是甚麼推動我們走在一起事奉？其中是關於	

「意義」。我們尋找人生意義，於是信了主耶穌。當我們在教會生活，我們也尋

找作基督徒的意義。當我們為了同一理想走在一起，我們不只追求自己的快樂，

也努力去服事他者。當你出外佈道宣教，你看到的不只是堂會內的	

熟悉對象，而是廣大的禾場和更多的未得之民。

>>> 現況：我們的弟兄姊妹，有些穩定地參與中國神學研究院	

屬下的「生命之道」課程；有些於神學院全職或部份時間修讀課

程；有些於外間穩定地參與義工服事。

思考：弟兄姊妹，不要輕看神給你的學識、恩賜和才幹。你的興趣只能推動

你報名參加課堂，但當你有「為主所用」的信念，那是推動你不再浪費時間於

沒有意義的事上，而是把握機會學習，並把所學的奉獻於天國的事工，栽培

更多的生命。我們需聯繫各有專長的弟兄姊妹（每一位也能事奉主），並讓他

們在適合的崗位發揮更大的力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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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們的組合	

甚麼人與你「同奔主的路」？要同行，你需知道身處堂會的會友組合。

>>> 現況：從幼兒一級級直到長者，暫時未見到斷層。	

按「自然增長」，去年有多位小朋友出生。另外，如你有參與	

去年的聖誕節匯演，你會見到由兒童崇拜唱詩歌的小朋友，	

到婦女會的弟兄姊妹演出話劇。按現時整體牧養架構，先別論每個

組別的人數，基本上本會會友的年齡層涵蓋幼兒至長者。

思考：每一層之間的「承接」顯得重要。從幼稚園升上小學的	

小朋友，應不會想到離開教會。但由小學升上中學這個階段，即由

約翰團轉為以利沙團，卻是第一個流失的關口。如果他的父母	

也不穩定出席教會，他流失的機會將會較大。而另一個流失關口就

是升上大專和進入職場。

>>> 現況：教會當然也有外來的新朋友，但我們大部份的弟兄	

姊妹，都是源於同一個家族及衍生出來的分支家庭。當你認識一位

兒童，你或會同時認識他的兄弟姊妹、父母和祖父母／外祖父母，甚

至他的姨姑叔舅和表兄弟姊妹。至於真正從佈道直接而產生	

的「果子」不多，多的反而是經朋友介紹回來教會的。

思考：面對這些「大家族」及「分支家庭」，其中一個需要我們	

回應的問題，就是這些「信二代／信三代」的教會生活。從約翰團到

但以理團，佔了九成的團友是「信二代／信三代」。他們	

一方面承接父母或長輩的信仰教導，另一方面也需要親自去經歷	

「信仰與其生活」的關連，並開放已熟悉的圈子，容讓

新朋友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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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從神學畢業後首個事奉工場。在過去六年半的日子，我與弟兄姊妹

一同經歷以下的事情：

三、	 我在這裡的經歷──過去「同奔主的路」

>兩次總動員事奉的大型活動	：	2010年的黃大仙嘉年華會，2013年廿五周年堂慶

>三次有關購堂的討論：匯達中心／四方福音會的堂址／萬迪廣場

>兩次人事變動：同工離職／入職

>事奉上開展：週六崇拜，海外宣教和啟德社區佈道

>當然還包括見證生命的離開與誕生

在每一次經歷中，我們不要只看表面的成敗，卻要洞察上主在其中的帶領

和教導。我們的主耶穌一如既往地愛我們，我們又從多次的挫折中成長。

當我年青時，帶領我成長的導師是外展型，他們認定要服事其身處的	

時代，所以他們也大力推動我去事奉。當我十七歲決志信主時，我就自發

帶查經，又跟外面機構出外逐家拍門佈道。那個年代，我讀書	

是為往後回港可以做老師，單純地想在校園傳福音。我寧願作一個在主	

裡面滿有傻勁的信徒，也不願作一個甘心和認命的信徒。當然，	

空有衝勁而沒有策略只會事倍功半，但若只看到眼前現實而沒有膽量，	

那也不能為神盡忠。

四、今年，怎樣與你們「同奔主的路」

我是一位傳道人，談的是關於靈命的事情，但不是抽離這時代和	

這堂會的處境。今年我比以前有更大的決心，不斷思考怎樣提升青年人	

靈命。因此，我定下了一些具體的目標。

首先，聆聽職場弟兄姊妹／年青夫婦的心聲。去年不定期走到	

弟兄姊妹職場附近，與他們午膳。今年仍會沿用這方式，或邀請

他們到教會一聚。我期望站在他們的處境，去思考信仰與職場	

或家庭生活所產生的張力。我必會問兩條問題，第一是「你近日

在職場／家庭上有沒有信仰的經歷？」，	第二是「請你	

提出一件具體的代禱事項。」。我希望用六個月（1月開始），	

相約雅各團、但以理團和撒母耳團的在職弟兄姊妹，其後是沒有

參與團契的職青和年青夫婦。

第二，撰寫青年靈修材料。為了推動青年人靈修，我會每月第一

週發放該月的靈修材料，包括經文、詩歌、禱文、聖經冷知識和

分享（3月開始），並會聯同導師和團友的家長，更多關心	

青年團友的靈命狀況。

第三，設立婚姻與家庭面書專頁。我於2014年9月再入神學院	

進修「婚姻與家庭治療的神學碩士」，希望透過定期寫作，把所

學習的與現實接軌，以便能「貼地」回應處境。（3月開始）

第四，傳遞「走出去」體驗的信息。去年12月，與傳道部Joyce和

紀筠帶領一行16人（包括4個家庭，有6位兒童）去澳門參與	

親子體驗。參加者的回應令我們感到鼓舞，那是一次有意義的	

旅程，因為弟兄姊妹參與街頭佈道、聽宣教士分享、參觀	

宣教士墓園、並在澳門教會崇拜中獻詩。更重要的是弟兄姊妹	

之間，藉此難得的機會加強了彼此認識。我期望今年下半年，能

帶領一班青年人去澳門作相同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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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較有心思地於去年差傳月安排活動，例如邀請青年團契	

參觀浸信會差會，也安排宣教士於崇拜中分享，並有文字工作	

傳遞信息。今年，我們繼續做好差傳月，希望慢慢讓更多弟兄姊妹	

認識差傳事工。

總結：深耕細作	

要用心栽培靈命，為的是與主建立關係。	

繼續努力，但要有明確的目標。

謹以去年教會主題經卷《以弗所書》二章19至22節互勉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了；並且被建造在使

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各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

聖殿。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That’s plain enough, isn’t it? 

You’re no longer wandering exiles.

This kingdom of  faith is now your home country. 

You’re no longer strangers or outsiders.

You belong here, with as much right to the name Christian as anyone.

God is building a home. 

He’s using us all—

irrespective of  how we got here—

in what he is building.

He used the apostles and prophets for the foundation. 

Now he’s using you, 

fitting you in brick by brick, stone by stone, 

with Christ Jesus as the cornerstone that holds all the parts together.

We see it taking shape day after day—

a holy temple built by God, all of  us built into it, 

a temple in which God is quite at home.

我喜歡以下英文譯本	 The	Message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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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我擔任執事已經10年了，當初作為最年輕的執事，到今天快變為	

年資最長的執事。

感謝主，一切都是恩典！2016年是充滿激情、眼淚和喜樂的一年。雖然	

深感自己仍然有很多不足，但總不能忽略已經擁有的一切。

感謝主賜給我們很好的傳道同工，高興看到他們願意為主為教會突破自己，

忠心事奉，在主裡一同成長。

至於執事，雖然2017年我們並沒有足夠的兄姊出任執事，但喜見年輕執事

的成長。祈求主興起更多願意事奉祂的人，在事奉的路上並肩同行。

隨著年日過去，教會座落在牛池灣的時間已經比在竹園的日子長了，我們

也開始要面對堂所因為老化及規劃限制等帶來的問題，感謝主	

賜給我們一個遷堂的機會。由一開始大家反應一般，到後來看到執事們	

以至弟兄姊妹的正面回應及踴躍奉獻，我知道上帝在過程中一直帶領及改

變我們的心，加添我們的信心。雖然不知結果如何，但我深信一切都在	

主手中，在我們面前或許充滿著危險和機會，但只要我們堅心信靠和跟隨

主，祂必會帶領我們經過，把一切危機化成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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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又是立志的時候。不但我們會為自己訂立新一年的目標，教會

也會訂立新的年度主題，各部也會為未來一年的事工訂立目標及方向，期望

在新一年，弟兄姊妹一同成長。

團契部的目標是什麼？可能每一年也不能免俗地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也有	

適合自己的團契」。但細心想想，我們如何決定一個團契是否適合自己？	

以年齡、性別？抑或職業及興趣？甚或是事奉方向及恩賜？我想很多人也有

經歷過返了團契，卻覺得跟團友格格不入，最後離開了團契。到底我們	

如何找尋適合自己的團契呢？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人是群體動物，我們生來就喜歡與別人結連，	

與人溝通。人的天性亦傾向喜歡與自己性情相近或合得來的人交朋友，尤其

現今都市人生活繁忙，時間緊逼，誰都希望把時間花在能令自己舒心暢快	

的人身上。可是，這是否也適用於團契甚至教會生活呢？我們在團契中是否

只著眼與自己喜歡的人交朋友呢？

我們作基督徒的，因著上帝的愛而被招聚在一起建立教會。團契除了	

讓我們在其中享受夥伴相交之樂外，其實也是我們實踐真道和操練靈命的	

地方，藉著與弟兄姊妹的相交，學習彼此相愛、守望及委身服侍。	

團友不同於朋友，團友不是我們可以選擇的，但我知道他同樣是上帝所愛、

是基督在十架上捨身拯救的。

與其希望每個弟兄姊妹也找到適合自己的團契，我更期望的是我們每一個	

也願意關愛身邊的弟兄姊妹，從而能打破團契的界限、年齡的差別、性情的

迥異，學效耶穌基督捨己的愛，切實的彼此相愛。

愛，不只是一種浪漫甜蜜、温暖人心的氛圍及感覺，更是一個需要捨己委身

敢於冒險的行動。

2016年傳道部在宣教差傳方面，可以說是踏出了很多「第一步」。	

7月至8月期間，我們出了兩隊短宣隊，分別去了四川和	

已第三年服侍的南島，今年我們還多了幾位年青的隊員參與，	

感恩的是他們回來之後，神仍感動他們，讓他們心裡記掛服侍的

群體！期望神繼續觸動他們，叫他們對宣教的心火熱不滅。

12月我們又舉辦了兩天的澳門親子文化體驗，讓大人和	

小朋友一同參與，派單張、聽宣教士分享……期望小孩子從小開

始認識宣教，關心不同地方福音的需要，被神大大使用。

2017年我們繼續有每月的街頭佈道，此外，我們又會在7月	

安排短宣隊到四川關心當地的留守兒童。至於已踏入第四年服侍

的南島，短宣隊的行程亦已確定在7月29至8月5日。這些事工	

全部都需要大家的參與及關心，才能將天國的福音帶給未得之民，

傳遞天國的福音。無論你是什麼年紀，都可以宣講福音，	

期待你們的參與。

佈道、宣教，無分年齡，不論身份地位，只要你是基督的門徒，

就當將福音帶給未知之民。2017年我們期望弟兄姊妹們	

一同走出牛池灣，走進世界不同的地方，遵行神給我們每個基督

徒的大使命，讓我們的教會成為差傳的教會，被神祝福，	

也將神的祝福帶到不同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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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名人偶像，你會花心思留意他們最新動態、了解他們個人背景；喜歡	

一套「韓劇」，你會廢寢忘食，務求盡快看完，肉緊地想要知道結局	

如何；喜歡一個手機遊戲，一有空你就想玩，認真研究過關秘技，還會與友

伴交流攻略心得；喜歡一個人，你渴望認識他／她更多，知道他／她的	

喜惡，也許還會經常查閱手機，追看他／她在社交媒體發放的信息，生怕	

錯過了任何有關他／她的重要資訊。

喜愛，是推動人對事物渴求的動力，愈認識就愈喜愛。因為愛，所以	

學習；因為了解，所以更愛。在那位創天造地、又為祢捨身成就救恩的主	

面前，我們都是跟隨祂的人，那麼我們又是怎樣看待祂的話？

讀聖經很悶，或許因為有很多地方不明白。曾有前輩教導，讀聖經遇有不明白的

地方，就把三行當一行看，把艱澀難明的地方都避開就行。但根本問題是	

我們對讀經缺乏恆心，因為上網、追劇都比讀經有趣。主日學好悶，還要在主日

早上10時開始，平日上班上學已很累，禮拜日要提起精神上主日學自然是	

「不可能的任務」。查經好悶，少年人每當知道有查經週就叫苦連天，即使欲蓋

彌彰地把「查經週」改名，不喚作「查經週」，若缺少一些新奇有趣的查經	

活動，現場還是一片死寂，尤如置身安息禮拜現場。

坊間有話：「為耶穌你可以去到幾盡？」還未去到要說為主犧牲那麼離地，

至少你要愛祂，因為祂早已愛你到底，祂死叫你得救恩。因為愛，你自然會

想認識祂。道理是簡單，但不容易實行，因為相對耶穌和信仰，	

生命中似乎有很多事更需要我們著緊，包括家庭、學業、工作、人際關係

等。至於信仰和耶穌，我們反而沒那麼在意，甚至有可有可無的感覺。	

在意自己的信仰，為怕錯失神的話而「著緊」，是信心，也是操練。

香港人慣了追死線而忙工作和學習，認識神的死線又在何時？「天下萬務	

都有定期，生有時，死有時」（	傳道書3:2-3），誰會知人生命的死線在	

何時？有人說，當你猶豫不決時，你就去想一句說話：「Life is too short for... 

（生命太短了──去做……）」，就會激發你下決心去做那件事。	

也許，life is also too short for… knowing His Words （生命也太短了

──去認識祂的話）。在有限的生命中，你打算用多少時間去認識神？

愈認識祂，愈看清自己的限制。但不用灰心，愈認識祂，你也會愈愛祂。

因為愛，所以繼續渴求認識祂。你不是孤單，在這個信仰群體中有許多認真

跟隨主的弟兄姊妹能夠成為你的同行者，鼓勵你一同著緊、一同重視、	

一同操練、一同「愈難愈愛」祂的話。願與弟兄姊妹一同有許多這樣又愛	

又恨的經歷。

深盼望我們的教會成為一所渴慕神話語、深藏神話語、實踐神話語的教會。

與歷世歷代的眾教會，眾聖徒，一同用神的話回應時代的呼聲。

「惟喜愛耶和華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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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編輯的要求，要分享在事奉中的感受。我這新丁首次加入執事會，	

一年過去，我見到一個願意承擔而且熱誠的團隊，不是服侍事工，而是服侍生命。

心裡常問我們能為教會做什麼？雖然我們經常自覺能力不足。

肢體相交是我們教會最弱的一環，雖然我負責關顧部，但我其實也不知	

怎樣解決這狀況。當然，我沒有期望我們是烏托邦的群體，畢竟我們只是一群

蒙了天恩的罪人，罪的舊我帶來破壞，但基督的拯救又帶來更新，我們	

都在這張力下一同學習愛與被愛。我想借用兩段智慧之言作總結：

「隊工不可有太強的領袖慾，必須欣賞別人的優點，明白神的安排，同心	

合意地配搭工作，共同計劃，共同事奉。……隊工不是中國文化固有觀念，乃是

聖經裡的屬靈原則。……隊工的基本態度是謙卑，彼此的需要感是從謙卑	

發出來的。」——滕近輝《活出和諧與美好》

「人心裡常有一種驕傲，覺得除非你有我那麼聰明能幹，否則大家很難合作，	

視別人都是豬一般的隊友。其實別人如果有你那麼聰明能幹，就可能	

倒過來嫌棄你是個豬一般的隊友。結果，我們常是一盤散沙。但事實上，我們	

沒有自己想像中那麼聰明能幹，而事情也不能單靠自己一人就能成事。	

發現了此點才會產生『彼此的需要感』。」——王礽福

教會的元首是基督，我們是肢體。這幾年在佈道和主日學的學習，讓我經歷與	

弟兄姊妹一同學習依靠神，感受別人生命的突破和改變，讓哀傷成為	

快樂。細心觀察，教會有一羣弟兄姊妹是不甘於教會現況，亦深信神會帶來改

變，他們選擇參與其中，願意被神使用。

要做一個有召命的信徒，教會要成為有使命的群體，使命和愛能讓我們	

活得精彩和快樂。

2016年，我人生首次擔任執事一職。一年瞬間在充滿喜樂和感恩的心情過去，

我更覺要愛惜光陰，珍惜仍有服侍上帝的機會。在此我要感謝子林、曉麗、	

佩芬、蘭芳、仁哥（義務協助）、林姑娘和我一同承擔關顧部的工作，讓我知道我

不是一人單打獨鬥，而是團隊互相配合，各按其職。

記得2015年終提寫展望時，我心繫兩件事：新朋友和他們的家人。透過落實午堂

關懷大使和三次新來賓茶聚，我們主動接觸凝聚新朋友和他們的家人。	

另外探訪是關顧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今年我們已密密地進行了約30次的	

探訪，即使有些家庭未能安排晚間探訪，但卻讓我們開展了週六上下午的	

探訪空間，讓我們可以拜訪會友的父母。會友工作忙碌還願意抽空接待我們，

在此我要衷心感謝每一個接待我們的家庭，也感謝每一位關懷大使、探訪員。

祝願您們各人身體安康。	

又記得有一個探訪對象需要輪班工作，我們一直與他聯繫並等待可以探訪他的

機會，直到有一天，那位朋友通知我，可安排在兩日後的晚上進行探訪，	

怎知那天碰巧是關顧部的會議，會議不能改期，探訪更不可以取消，於是我立即

向探訪員群組求救，一分鐘內已有探訪員回應表示願意幫忙探訪，那一刻	

我感受至深。另一經歷是透過探訪，我有幸見證了三個生命的改變（一位已回	

天家，另一位仍面對癌症治療）。有人撒種，有人收割，自己未必是收割那位，但

能參與其中，經歷福音的大能，叫我們同得喜樂和復活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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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聖樂部主要事工如下：

1.	 2016年6月26日為聖樂主日，聖樂部邀請到「4/4樂隊」於早、午

堂崇拜帶領會眾敬拜。在詩歌和音樂中，會眾一同投入敬拜。針

對領詩人員及敬拜隊員的需要，當日下午又舉行了敬拜隊實務研

習班，由「4/4樂隊」每一成員逐一詳細講解敬拜隊不同崗位的角

色及事奉技巧，如領詩技巧、歌曲編排、各種樂器如何配搭出不

同的效果等，並設問答環節，對各參與者幫助甚大。

2.	 為了培訓更多領詩人員，及改善現時領詩人員的技巧，聖樂部於

年底舉辦了「聲樂及領詩技巧訓練班」，邀得香港基督徒音樂事

工協會的高佩玲姊妹任教，為期六堂。

有見於早、午堂詩班日漸鬆散，聖樂部於2017年將會著重整固及加強內聚

性為首要目標。而教會之聖樂事工計劃，則有如下安排：

1.	 6月11日及6月18日連續兩個主日下午，將舉行音樂聚會。構思中

第一週將以「動」而另一週將以「靜」的形式進行。

2.	 11月11日週六晚崇時段，與傳道部聯合舉行音樂佈道會。

2016年匆匆過去，回顧這一年總務部的工作，心情總是帶著一點愧疚，	

同時亦滿有感激之情，總務部各部員甘心樂意和盡力的付出，每每也成為

我的激勵和提醒。

面對新一年，感到仍是一片混沌，幸好神能使混沌變成井然。

早一兩年我心中常常思念的是教會堂所及器材的保養和維修問題，想不到	

在2016年接近結尾之際，神要保養維修的不是我們眼見得到的堂所及硬

件，而是眼不能見卻超越一切的──我們對祂的信心。

購置新堂的提案，來到今天雖然已經通過了，但仍然像一個夢。短短	

兩個月之間，看見執事們如何一步步達成共識，又看到神如何賜下一個	

又一個的奇蹟，帶領弟兄姊妹由眾說紛紜變成合一，這全是聖靈	

在每人心中的工作。表面上神好像在為我們建立新的堂所，但實際上祂是	

要更新建立我們這群軟弱蒙恩的罪人，神讓我們再一次看到	

祂的大能和信實。

2017年以至未來仍存有很多未知之數，作為執事，實在有著前所未有	

的壓力。倘若沒有上帝，實在不敢說「明天會更好」。在這個	

夢一樣的經歷中，我看見自己的軟弱和不足，但在其中我更看到上帝	

的恩典和憐憫。

最後要感謝各肢體對傳道同工、執事和購堂小組成員的信任。一切都是神

的恩典，未來我們就繼續同心倚靠神，踏上前面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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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	員 講		題 經		文 備註
2-3/1 羅慶才牧師 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以弗所書	1:1-14 主餐

9-10/1 羅家揚先生 真認識祂 以弗所書	1:15-23

16-17/1 林愛儀姑娘 何等能力、何等恩典 以弗所書	2:1-10

23-24/1 羅慶才牧師 被神建造，成為靈宮 以弗所書	2:11-22

30-31/1 黃嘉樑博士 晝夜思想上帝的話 詩篇	第1篇

6-7/2 羅慶才牧師 為福音作基督的囚徒 以弗所書	3:1-13 主餐

13-14/2 羅家揚先生 為教會（堂會）求甚麼？ 以弗所書	3:14-21

20-21/2 林愛儀姑娘 教會的特質 以弗所書	4:1-16

27-28/2 羅慶才牧師 聆聽智慧的呼喚 箴言	9:1-6、13-18

5-6/3 羅慶才牧師 脫去舊我，穿上新我 以弗所書	4:17-24 主餐

12-13/3 林愛儀姑娘 正向改變 以弗所書	4:25-5:2

19-20/3 羅家揚先生 不能回頭的路 馬可福音	11:1-11 棕樹主日

26-27/3 羅慶才牧師 與主同行以馬忤斯路 路加福音	24:28-35 復活節主日

2-3/4 羅慶才牧師 效法神，作光明的子女 以弗所書	5:1-14 主餐

9-10/4 林愛儀姑娘 充滿智慧的群體 以弗所書	5:15-21

16-17/4 羅家揚先生 我們不要再彼此傷害 以弗所書	5:21-33

23-24/4 王群姑娘 及時成為好管家 彼得前書	4:7-11

30/4-1/5 羅慶才牧師 願意聽從的兒女，
能作榜樣的父親

以弗所書	6:1-4 主餐

7-8/5 林愛儀姑娘 施浸約翰之死 馬可福音	6 :17-29 家庭主日

14-15/5 羅家揚先生 聖靈降臨下的新格局 使徒行傳		
2:1 -4、38-42

聖靈降臨
主日

21-22/5 周弘毅牧師 就是這一個 撒母耳記上	16 :1 -13

28-29/5 羅慶才牧師 同作僕人，彼此服事 以弗所書	6 :5 -9

4-5/6 羅慶才牧師 站穩了，並穿戴整齊軍裝 以弗所書	6 :10 -20 主餐

11-12/6 林愛儀姑娘 祂在！我禱！ 詩篇	第13篇

18-19/6 羅家揚先生 我要做爸爸 馬太福音	1:18-25、
2:13-15、2:19-23

25-26/6 陳伯洪牧師 竭力事奉 腓立比書	3:13-17 聖樂主日

2-3/7 羅慶才牧師 上主在患難中與人同行 出埃及記	2:1-10 主餐

9-10/7 林愛儀姑娘 聖經與生活 詩篇	119:97-104 聖經主日

16-17/7 羅家揚先生 奉獻、神蹟、恩典 約翰福音	6:1-15

23-24/7 羅慶才牧師 受欺壓者的哀聲，
上主聽見了

出埃及記	2:11-25

30-31/7 周君善牧師 生命重建 約翰福音	21:1-17

6-7/8 林愛儀姑娘 不老的傳說 約書亞記	14:6-15 主餐

13-14/8 羅慶才牧師 曠野中的呼召 出埃及記	3:1-10

20-21/8 羅家揚先生 是我，不要怕！ 約翰福音	6:16-21、
馬太福音	14:28-33

27-28/8 連達傑牧師 教會的「穆宣」使命 彼得後書	3:8-9，
提摩太前書	2:1-6，	
加拉太書	2:20

3-4/9 羅慶才牧師 我必與你同在 出埃及記	3:11-22 主餐

10-11/9 林愛儀姑娘 呼求耶穌 馬可福音	10:46-52

17-18/9 張培良先生 親眼看見祢 路加福音	19:1-10

24-25/9 羅慶才牧師 同來錫安山 希伯來書	12:18-29 堂慶

1-2/10 羅慶才牧師 作福音的伙伴 羅馬書	16:1-16 主餐

8-9/10 林愛儀姑娘 開始 使徒行傳	11:19-26

15-16/10 羅家揚先生 耶穌、使徒、保羅、我們 使徒行傳	14:8-10

22-23/10 文燦潤牧師 福音使者 羅馬書	10:9-17 差傳主日

30/10 葉敬德牧師 同心忍耐 雅各書	5:7-11

5-6/11 羅慶才牧師 唱一首讚美歌 出埃及記	15:19-21 主餐

12-13/11 張培良先生 讓寬恕成為可能 路加福音	15:18-24、31-32

19-20/11 羅家揚先生 流著淚說恩典 申命記	8:1-10 感恩主日

26-27/11 羅慶才牧師 該趁早睡醒！ 羅馬書	13:11-14

3-4/12 羅慶才牧師 互相接納，彼此分擔 羅馬書	15:1-13 主餐

10-11/12 林愛儀姑娘 施浸約翰的期待 馬太福音	11:2-11

17-18/12 羅家揚先生 我信耶穌基督 羅馬書	1:1-7

24/12 羅慶才牧師 到了時候，祂便救了我們 提多書	3:4-7

25/12 羅慶才牧師 基督：上帝本體的真像 希伯來書	1:1-12 聖誕崇拜

31/12 羅慶才牧師 起來，過這約旦河 約書亞記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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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崇拜出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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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 32 32 39 40 41 35 31 30 32 39 31 39

早堂 75 83 83 81 83 80 77 78 87 80 79 85

午堂 99 92 93 91 93 95 106 114 109 99 96 89

人數 206 207 215 212 217 210 214 222 228 218 206 213

2016年教會聚會/活動平均出席人數

兒童級聚會

兒童崇拜 約翰團 主日學

全年平均出席人數 10 20 13

2016年度會友人數統計

會友名冊總人數 382人

恆常出席會友人數 214人

青成級聚會

但以理團 保羅團 彼得團 男士小組 婦女會 主日學

8 13 8 7 24 77

2016年安息

陳岳添弟兄（2月4日）

詹春妹姊妹（12月31日）

2016年新生嬰兒

王晞知（女）	　1月26日	 父母：王頌偉、張潔雯伉儷							

曾樂臨（男）　	6月26日	 父母：曾獻成、劉靜萍伉儷

陳立翹（男）　11月13日	 父母：陳家棟、方皓宜伉儷

羅思洺（男）　12月21日	 父母：羅敬昕、王頌恩伉儷

　	

2016年薦入會友

曾恩達弟兄（3月27日）

羅慶才牧師（3月27日）

陳惠如姊妹（11月25日）

2016年薦出會友

王致孝弟兄（9月25日）

李偉娣姊妹（9月25日）

2016取消會籍之會友

李錦麟弟兄	(10月23日)

甘婉霞姊妹	(10月23日)

2016年浸禮	(7月31日)

陳有會弟兄、顧天雄弟兄、蘇文釵姊妹、田永泉弟兄、劉文俊弟兄

教會聚會

早禱會 公禱會 月會 佈道會 聖誕崇拜

7 7 47 110 172

少年級聚會

以利沙團 	撒母耳團 雅各團 主日學

15 13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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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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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費奉獻圖

差傳奉獻圖 神學培才奉獻圖

擴堂奉獻圖 慈心奉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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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索取此財務報告的詳細資料，請聯絡辦公室。

教會：	

1.籌備遷堂。年初通過了購堂的提議，期望在其後的半年間，教會需要為

	 遷堂作準備，其間各方面的協調，均需要眾肢體的參與及支持。	

2.探討事工方向。從牛池灣遷至新蒲崗，教會的運作上有多方面的適應。

	 在新的環境中，教會當如何推展工作是重大的議題。	

3.鞏固弟兄姊妹的肢體相交。透過各種途徑，使弟兄姊妹間有更緊密及深入	

	 的聯繫與相交。	

4.個人佈道。教會增長有賴眾肢體在佈道上的參與，不論是個人層面，或是

參與教會佈道隊，都期望能鼓勵弟兄姊妹在佈道上有更多參與。

講壇牧養：	

1.「預苦期」主日宣講：藉「預苦期」內主日宣講，準備教會肢體進入「聖

週」及迎接基督復活。	

2.《彌迦書》宣講：配合教會年度主題「同奔主的路」，藉宣講《彌迦書》

引導眾肢體思考教會如何實踐先知的角色。

各部事工方向：	

團契部：發揮團契的作用，培養肢體相交，建立「接待」的意識，使團契

更能容納新人。	

教育部：恆常教導，豐富弟兄姊妹對聖經的認識，提升學習的興趣。	

聖樂部：聖樂訓練；崇拜詩歌編排。	

傳道部：個人佈道；佈道訓練；策劃教會佈道事工。	

關顧部：聯繫眾肢體，關顧探訪，凝聚弟兄姊妹的同心與合一。

主題：	

「同奔主的道」

經訓：	

「萬民各奉	

己神的名而行，

我們卻永永遠遠

奉耶和華我們上

帝的名而行。」

（《彌》四5）

目標：

思考福音如何	

在個人和社會	

層面中發揮更新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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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訓：

「萬民各奉

己神的名而行，	

我們卻永永遠遠	

奉耶和華

我們神的名而行。」	

（《彌》四5）

主題：

「同奔主的路」

教會節期 月份 日期 崇拜主題 講員（六／日） 教會事工／	

特別崇拜或聚會

各部事工 會議 假期 備註

一月 1 新年主餐崇拜 羅慶才 羅慶才 主日學開學禮(教) 執事會 2/1元旦
8 羅家揚 羅家揚 執事就職禮（午） 發光禮(午堂)

15 林愛儀 林愛儀 17/1探訪
20-22/1導師
退修營(團)

常委會

22 李秋雄 李秋雄 會友月會 28/1初一
29 羅家揚 林愛儀 28/1（六）新春崇拜（上） 29-31/1

初二至初四
二月 5 主餐崇拜 羅慶才 羅慶才 執事會 	

12 宋景昌 宋景昌

19 文展圖 文展圖 21/2探訪 浸聯會36屆培
靈大會

26 林愛儀 林愛儀 2016年會（一堂崇拜） 會友月會
預苦期（一） 三月 5 主餐崇拜 羅慶才 羅慶才 1/3（三）聖灰日 執事會
預苦期（二） 12 羅家揚 羅家揚 佈道技巧講座(傳)
預苦期（三） 19 林愛儀 林愛儀 21/3探訪 常委會 	
預苦期（四） 26 羅家揚 羅家揚 新來賓茶聚(關) 會友月會
預苦期（五） 四月 2 主餐崇拜 羅慶才 羅慶才 執事會 4/4清明節
聖週 9 棕樹主日 羅家揚 羅家揚 14/4受苦節主餐

崇拜（羅家揚）；	

15/4受苦節翌日週六
崇拜（林愛儀）

14/4受苦節；	
15/4受苦節翌日	
17/4	復活節翌日

16 復活節主日 羅慶才 羅慶才 18/4探訪
復活節講座(教)

23 林愛儀 林愛儀 會友月會

30 執事提名開始 1/5導師訓練日營(團) 牧民團契 1/5勞動節；
3/5佛誕

五月 7 主餐崇拜 羅慶才 羅慶才 執事會（暨退修
會）

母親節 14 母親節福音主日 林愛儀 林愛儀

21 羅慶才 羅慶才 23/5探訪 常委會

28 羅家揚 羅家揚 執事提名截止 會友月會 30/5端午節
聖靈降臨主日 六月 4 主餐崇拜 羅慶才 羅慶才 確定執事候選名單 執事會

11 聖樂主日 羅家揚 羅家揚 聖樂與靈修(樂)
父親節 18 羅慶才 羅慶才 20/6探訪聖樂與禱告

(樂)
25 林愛儀 林愛儀 通過執事候選名單 1/7讀經營(教) 會友月會 1/7特區成立	

紀念日



>>

>>

39
38

教會節期 月份 日期 崇拜主題 講員（六／日） 教會事工／

特別崇拜或聚會

各部事工 會議 假期 備註

七月：差傳月 2 主餐崇拜 羅慶才 羅慶才 執事會

9 羅家揚 羅家揚

16 林愛儀 林愛儀 20/7導師訓練(團) 常委會

23 羅慶才 羅慶才 執事選舉 新來賓茶聚(關)

27/7導師訓練團)
24-29/7假期聖經學校(教)
29/7-5/8南島短宣(傳)

會友月會

30 羅慶才 羅慶才 第三十八屆浸禮
八月 6 主餐崇拜 羅慶才 羅慶才 兒童佈道會(教)

11-13/8夏令營(團)
執事會	
（執事互推）

1-10/8港九培靈
研經大會

13 羅家揚 羅家揚 主日學分享代禱日(教)

20 林愛儀 林愛儀

27 羅慶才 羅慶才 會友月會
九月 3 主餐崇拜 黃昌發 黃昌發 執事會

10 羅家揚 羅家揚

17 林愛儀 林愛儀 	 19/9探訪
堂慶杯-聖經問答比賽(教)

常委會

24 堂慶 羅慶才 羅慶才 會友月會
十月 1 主餐崇拜 羅慶才 羅慶才 執事會 2/10國慶日翌日；	

5/10中秋節翌日
8 羅家揚 羅家揚

15 文展圖 文展圖 17/10探訪
22 林愛儀 林愛儀 會友月會 28/10重陽節
29 葉敬德 葉敬德 牧民團契

十一月
5 主餐崇拜 羅慶才 羅慶才 11/1	音樂佈道會（傳、樂） 執事會

12 羅家揚 羅家揚

19 林愛儀 林愛儀 21/11探訪
24/11導師小組聚會(團)

常委會

26 感恩主日 羅慶才 羅慶才 新來賓茶聚(關) 會友月會
將臨期（一） 十二月 3 主餐崇拜 羅慶才 羅慶才 執事會
將臨期（二） 10 林海盛 林海盛
將臨期（三） 17 林愛儀 林愛儀 兒童奉獻禮 19/12探訪
將臨期（四） 24 羅家揚 林愛儀 25/12（一）

聖誕日崇拜	
（羅慶才）

會友月會 25-26/12聖誕假期	

31 羅慶才 羅慶才 主日學結業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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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經常費收入預算

項目 	金額	($)

A.經常費儲備基金

		A1.主要收入 	3,106,550	

		A2.堂慶收入 	-	

		A3.其他收入 	40,000	

經常費儲備基金收入總結： 	3,146,550	

扣除撥款及奉獻收入總結： 	2,674,568	

2017儲備撥款預算

項目 金額	($)

G.發展新堂基金（擴堂儲備） 	157,328	

H.目標宣教儲備 	-	

儲備撥款總結： 	157,328	

2017經常費奉獻預算

項目 金額	($)

I.十一奉獻 	314,655	

經常費奉獻總結： 	314,655全年總收入： 	4,336,551	

全年總支出： 	3,340,475	

2017經常費支出預算

項目 金額	($)

F.經常費儲備基金

		F1.教會活動 	299,570	

		F2.員工薪酬 	2,330,100	

		F3.行政費用 	256,650	

		F4.核數費用 	7,500	

經常費儲備基金支出總結： 	2,893,820	

2017其他奉獻基金收入預算

項目 金額($)

B.慈心奉獻基金 	25,000	

C.神學培才基金 	65,000	

D.發展新堂基金（擴堂儲備） 	477,328	

E.宣教差傳基金 	1,094,655	

其他奉獻基金收入總結： 	1,661,983	

2017其他奉獻基金支出預算

項目 金額	($)

J.慈心奉獻基金 	2,000	

K.神學培才基金 	50,000	

L.發展新堂基金（擴堂儲備） 	-	

M.宣教差傳基金 	394,655	

其他奉獻基金支出總結： 	446,655	

2017基金結餘預算

項目 金額	($)

N.經常費儲備金 (219,253)	

O.慈心奉獻基金 23,0000	

P.神學培才基金 	15,000---	

Q.發展新堂基金（擴堂儲備） 	477,328	--	

R.宣教差傳基金 	700,000	--	

合計 	996,0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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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機構 形式 	合共($) 	項目總計($)	

宣教差傳 1 香港學園傳道會 每月 		24,000	 		86,000	

2 香港浸信會差會 每月 		20,000	

3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全年 		20,000	

4 海外福音使團	OMF 全年 		22,000	

神學教育 5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全年 		25,000	 		65,000	

6 建道神學院 全年 		20,000	

7 中國神學研究院–
生命之道

全年 		20,000	

文字事工 8 中國信徒佈道會	
《中信》贈閱

全年 		20,000	 		53,000	

9 香港讀經會 每月 		18,000	

10 萬國兒童佈道團 全年 		15,000	

社會關懷 11 家庭基建 全年 		12,000	 		62,000	

12 心靈盼望	(香港) 全年 		10,000	

13 禧福協會	(食物倉) 每月 		28,000	

14 大衛城文化中心 全年 		12,000	

其他〈註〉 15 基督教互愛中心 全年 		18,000	 		48,000	

16 得生團契 全年 		18,000	

17 陽光協會 全年 		12,000	

全年合計金額 		314,000	 		314,000	

註：

訂立對象機構準則：

1.	與教會現有事工相關；

2.	與教會素有淵源機構；

3.	有兄姊於機構內服侍；及

4.	避免重覆同類型機構。

羅慶才牧師

林愛儀姑娘、羅家揚先生

呂益駿執事

林蘭芳執事

向耀強弟兄、黃志文弟兄、劉映雄弟兄、胡美雲姊妹

張如清執事

盧炳洪弟兄、黃淑雯姊妹

李春霞執事

呂益駿執事、梁嘉盈姊妹、蔡安怡姊妹

陳青雲執事

黃淑雯姊妹、黃偉瀚弟兄、陳家棟弟兄、各團團長

林偉德執事

陳淑英姊妹、吳紀筠姊妹、王頌偉弟兄、王頌恩姊妹、溫楚德弟兄

黃振華執事

溫楚德弟兄、陳子林弟兄、陳曉麗姊妹、陳佩芬姊妹

黃玉霞執事

羅仁偉弟兄、吳紀筠姊妹、楊栢寧弟兄

陳玉明執事

黃偉彰弟兄、方皓宜姊妹、連光輝弟兄、楊栢寧弟兄

主任牧師

傳道

執事會主席

副主席兼財政—司庫

點算小組

財政—司數

>>> 部員	

教育部

>>> 部員

團契部兼文書

>>> 部員

聖樂部

>>> 部員

關顧部

>>> 部員

傳道部

>>> 部員

總務部

>>> 部員

主　任：羅慶才牧師

主　席：呂益駿執事＊

副主席：林蘭芳執事

文　書：陳青雲執事

司　數：張如清執事

總　務：陳玉明執事

幹　事：田麗君姊妹	

主　席：呂益駿執事＊

副主席：林蘭芳執事

司　數：張如清執事

總　務：陳玉明執事

產
業
保
管
委
員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會議召集人





地址 : 九龍牛池灣村金池徑20-28號二樓

電話 : 2328 0981

傳真 : 2320 4493
電郵 : info@ncwcysbc.org.hk

網址 : http://www.ncwcysb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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