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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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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28: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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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道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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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周年大會 

 

日期：2022 年 12 月 4 日 

地點：香港德輔道西 363 號名店廣場一樓 

 

會議議程 

（一） 宣讀上次會議記錄 

（二）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三） 會務報告 

（四） 省覽及接納本會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之賬目及核數師報告 

（並省覽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半年未經核實之賬目) 

（五） 通過接納新一屆董事名單，林紫茵執事、袁慧芬執事、陳光耀執事、 

楊良河執事、談柏倫執事、鄧俊諾執事、羅苑文執事、譚穎兒執事 

（任期為兩年，由 2023 年 1 月 1 日開始） 

（六） 聘請下年度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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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會友名單改動資料 (由 2021 年週年大會會期至今) 

 

1. 洗禮加入本會之會友芳名 

黃秀珍    張眾宋    林少如    潘思諭    曾雋庭 

 

2. 被接納為會員之會友芳名 

黃秀珍    張眾宋    林少如    潘思諭   

  

3. 長期缺席聚會而喪失大會表決權之會友芳名 

尹梓鋒  司徒佩好  何力行   何澤文  李啟昌  黃諒賢   關樂恩  邵熙桐  張月雲   

梁嘉欣  彭舒瑋  曾慶鵬   廖世月  黎沚欣   

 

4. 離世之會友芳名 

李偉光 

  



3 

神召會西環堂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四日會員大會名單 

1 卜國平   29 李基達  57 梁頌婷 85 馮燕群 113 潘思諭 141 羅惠環 

2 文寶基 30 李湘卿 58 梁碧珊 86 黃少萍 114 潘雅麗 142 羅熙彥 

3 文寶棠 31 李達熙 59 梁慧芬 87 黃玉珠 115 蔡冰姿 143 譚建瑩 

4 方依蘭 32 李嘉敏 60 梁燕儀 88 黃秀珍 116 蔡斯雅 144 譚靜而 

5 王宥鈞 33 李嘉鈴 61 梁耀文 89 黃國華 117 蔡儂拿 145 譚頴兒 

6 王卿倫 34 李福恒 62 梁鑑康 90 黃瑋湶 118 蔡駿灝 146 譚頴詩 

7 司徒慧敏 35 李綺霞 63 梁艷明 91 黃裕福 119 談以彤 147 關綺文 

8 田春強 36 李麗珍 64 符致全 92 黃漱貞 120 談柏倫 148 關耀威  

9 田淑敏 37 李顯揚 65 莊艷姿 93 黃寶玲 121 鄧俊諾 149 嚴雅慧 

10 石舜娥 38 沈紹容 66 許麗燕 94 楊子江 122 鄭世雄 150 蘇育瑜 

11 伍昊宏 39 周沛文 67 郭家文 95 楊天恩 123 鄭美詩 151 蘇淑心 

12 朱亞賓 40 周巍屹 68 郭綺雯 96 楊立銘 124 鄭珠珍 

  

13 朱焯強 41 林少如  69 郭慧楠 97 楊妙恩 125 鄭銀好 

  

14 江雪美 42 林添樂 70 陳子源 98 楊良河  126 黎桂蘭 

  

15 江麗珍 43 林紫茵 71 陳少梅 99 楊芷晴 127 黎婉玲 

  

16 何秀珍 44 林筠怡 72 陳光耀 100 楊玲楓 128 黎耀明 

  

17 何秀琼 45 林慧筠 73 陳佩蘭 101 楊詠恩 129 盧美蘭 

  

18 何琼 46 林融貴 74 陳惠群 102 楊靜怡 130 駱家欣 

  

19 余美珍 47 祁慧娜 75 陳翠珊 103 楊耀棠 131 謝錦發 

  

20 吳瑞玉 48 邱玉唅 76 陳德文 104 葉世光 132 鍾復安 

  

21 吳瑞如 49 邱愛華 77 陳輝玲 105 葉玉榆 133 鍾華生 

  

22 吳澤峰 50 胡靜韶 78 陳騰宇 106 葉坤 134 鍾樹森 

  

23 岑銘欣 51 袁慧芬 79 麥儀珠 107 廖艾慈 135 鍾艷芳 

  

24 巫潤桂 52 袁慧琼 80 彭美玲 108 劉民德 136 聶鳳岐 

  

25 李少華 53 崔葆涓 81 曾美寶 109 劉成 137 鄺美玲 

  

26 李秀華 54 張眾宋  82 曾詠恩 110 劉衍邦 138 羅民威 

  

27 李奕笑 55 張慧芬 83 游文傑 111 劉偉耀 139 羅旺卿 

  

28 李桃芳 56 梁梅莊 84 馮敬修 112 劉嘉怡 140 羅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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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同工/會友義工名單 (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 

 
顧問                 楊子江牧師 

堂主任    鍾樹森牧師 

宣教師    陳駱家欣 

宣教師    曾美寶 

傳道幹事    鄺美玲 

行政主任    李顯揚 

常務幹事    袁林慧筠 

董事會  主席  陳光耀 

   副主席 李梁碧珊 

   書記  鄭羅苑文 

   司庫  楊良河 

   常務董事 文寶基、王宥鈞、談柏倫、 

終身執事  陳光耀、李梁碧珊、羅民威、楊良河、林陳翠珊      

教會執事  談柏倫、鄭羅苑文、卓林紫茵、袁慧芬、譚頴兒、曾司徒慧敏、鄧俊諾 

                                       

崇拜部  部長  鍾樹森牧師 

   敬拜隊 談柏倫、陳光耀、李梁碧珊、文郭家文、王宥鈞、曾司徒慧敏、 

譚頴兒、鄧俊諾、鄭羅苑文、陳兆峰、陳周沛文、梁艷明、蔡斯雅、

卓林紫茵 

   音響組 陳騰宇、曾漢威 

   投影組 劉衍邦、李福恒、阮袁慧琼、林添樂、鄭羅苑文   

    

長青區 區長 / 副區長  楊良河 / 袁慧芬 

組長 黃裕福、黃邱愛華、鄺美玲、戴許麗燕、劉蔡儂拿、楊田淑敏、 

劉偉耀 

   副組長 蘇羅惠環、王陳輝玲、楊耀棠、吳朱亞賓、劉蘇金鳳                                                                              

    周六崇拜義工團隊 陳光耀、黎耀明、黎黃寶玲、葉玉榆、卓林紫茵、阮禮民、陳金鈴、 

     楊田淑敏、劉偉耀、劉蘇金鳳、袁慧芬、楊良河、鄺美玲、 

司徒慧敏、關耀威、黃龍煥燕、戴許麗燕、卜鄭珠珍 

         長者主日學導師 楊良河、袁慧芬、鄺美玲、朱焯強、楊田淑敏 

            觀龍樓長者探訪義工 黃邱愛華、鄺美玲、吳朱亞賓、陳李奕笑、戴許麗燕、黃裕福、 

蘇羅惠環、楊耀棠、朱鍾艷芳、郭何琼、馮司徒佩好、袁慧芬、 

郭彭美玲、楊良河、劉蔡儂拿、黃黃少萍、劉蘇金鳳、關耀威 

    讚美操義工 鄺美玲、蘇羅惠環、王陳輝玲、郭何琼、李惠玲 

                                  

成青區 區長 / 副區長  陳陳佩蘭 / 黎黃寶玲      

       組長 黎黃寶玲、鄺美玲、陳陳佩蘭、吳澤峰、李顯揚、葉吳瑞玉、 

鍾周巍屹師母          

    副組長 曾黃漱貞、陳胡靜韶、劉偉耀、梁耀文、卓林紫茵、李綺霞、 

阮袁慧琼、陳李嘉敏、洪江雪美、劉嚴雅慧 (於 2022-08-15 移居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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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青區  區長 / 副區長  王宥鈞 / 文楊玲楓、趙譚頴詩 

        組長 林劉美寶、馮敬修 

 

青少年頻道       顧問  陳光耀 

區長 陳駱家欣 

        導師 譚頴兒 

組長 楊芷晴、羅熙彥 

Praise & Worship         鄧俊諾、曾雋庭、劉芯瑜、鍾睿禛 

           

兒童區  區長 / 副區長  曾美寶 / 鄭羅苑文 

兒童奇趣天地     核心導師 *李梁碧珊、*鄭羅苑文、*曾美寶、陳駱家欣、談郭慧楠、 

梁艷明、卓林紫茵、*譚郭綺雯 

組長 *曾美寶、*鄭羅苑文、談郭慧楠、梁艷明 

導師            *李梁碧珊、陳駱家欣、吳林筠怡、葉世光、陳兆鋒、 

*阮袁慧琼、趙譚頴詩、方文潁、吳天詠、陳海嵐、阮羨斯、 

李綺霞、*陳金鈴、卓林紫茵、李梓鋒、曾司徒慧敏、 

曾漢威、羅蘇淑心、譚頴兒、*何易羲*陳李嘉敏、卓穎彤、 

劉嚴雅慧、羅熙彥、鄭䓪羽、*陳綽尹、*陳陳佩蘭、 

*李顯揚、劉芯瑜、陳周沛文、葉栩天、楊芷晴、*鍾睿禛、 

*曾雋庭、葉吳瑞玉 

種子班協助導師 鍾周巍屹師母、李李潔薇、袁林慧筠、陳子源、陳俊諺、 

張貴怡、洪江雪美、梁蔡冰姿、張貴怡                                       

(名前有*是種子班活動導師) 

兒童義工 周浩逸、周皓悅、李姿瑩、梁禧年、陳雨恩、陳明恩、 

王晞晴、李宜鍵、李紫翹、溫明霖、陳知行、王宜姍、趙焯瑩 

 

創作出版部       部長 陳光耀 

攝影組            劉談以彤、陳光耀、卓林紫茵、周梓祥、譚靜而 

影片組            李達熙、談郭慧楠 

資訊科技組            文寶棠、談柏倫 

設計組            陳光耀、朱焯強 

      

老友關懷組  鄺美玲、劉成、蘇羅惠環、劉偉耀、劉蘇金鳳、劉蔡儂拿、楊耀棠 

 

耶穌請食飯         卓林紫茵、陳德文、陳陳佩蘭、謝錦發、陳德文、吳澤峰、吳林筠怡、黃裕褔 

鍾周巍屹師母、趙林少如、梁慧英、梁蔡冰姿 

 

耶穌請食晏  黃裕褔、黃邱愛華、郭何琼、何蘇育瑜、謝錦發、卓林紫茵、麥可良、嚴楊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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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作主門徒              鍾樹森牧師 

 
 不容易的 2022 年，或許這句話在過去幾年都是一樣，因為過去幾年實在不容易。然而，就算有
多不容易，大家還是走過了，實在是關關難過關關過。來到 2022 年行將終結的時候，我們既在回顧過
去，亦真的希望可以稍為展望將來。 

 
 還記得今年一月時，那時我們的焦點正在為年宵市集在作準備，但千算萬算也算不到第五波疫情
襲來，結果全港包括教會也停頓了數個月之久。在那段教會要被關封的日子裡，西環堂沒有因此而關了，
反而更加樂意回應社會需要。不獨是董事與同工回到教會準備，就算許多肢體不能親身步入教會大門，
但仍然樂意協助為你送、耶穌請食晏等服務，讓有需要的人得到幫助。現在回想這段日子，我會問自己
甚麼是福音，社群有需要時得到支援這好消息就是福音，在這個過程裡有份於不同位置上的每一位西環
堂肢體都是在一起傳福音。 
 
 剛閱到「香港市民對基督教的觀感調查」報導，市民對香港基督教的「整體印象」有41.5%表示
正面，而「中立」、「唔知點講」的卻有51.4%，這反映出「普羅市民對基督教的印象不算太明確」。

當然，我們仍然可以告訴人家有四成人對基督教有正面印象，不過我個人卻更聚焦於另外的六成裡，因
為這是我們要努力之處，而非只將眼光放在已有之地。若將這調查投放在西環堂的時候，我們給西區坊
眾的印象又如何？這一調查對我們來說有何提醒呢？我們未來有何需要改善之處？ 
 
 「得著權能；進入社群；領人主前；造就更新」是教會的行動策略，希望大家仍然記得。我們在
聖靈大能下有能力去事奉；進到身處社區與群體去實踐；帶領未信的人來跟隨耶穌；大家的生命一起更
新與學習長。或許短短一句的敘述未能仔細完滿地勾劃其意思，但亦希望可以簡單地道出我們的方向。
我們所做的，不是為了回應上述調查而作，而是我們群體到如今仍然一直致力之處。相信大家都會掌握，
我們的四個行動策略在每一年付出，其實來都不是完全一樣。在過去一段日子裡，我們相對在進入社群

專注較多，雖然這算不上怎樣大不了的事，但亦是我們以此為榮之處。 
 
 若大家有留意在會員大家派發的年曆，大家應該都見到明年的主題與經文，就是「作主門徒﹒佈
道教導」與及「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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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八 18-20）。 
 
 當我有感動定此主題與經文的時候，心裡同時閃過一個念頭，就是擔心會有肢體會覺得那馬太福
音的大使命作主題經文實在沒有出奇之處。然而，若以馬太福音所載耶穌最後一段說話為大使命的話，
我們應該要知道祂命令我們去使人成為門徒。我們每一個人自己是門徒，亦要使甚他人都跟我們一樣成
為主的門徒。使人成為門徒要讓人認識耶穌為他們施洗，同時亦要教導人遵守主的教訓。大使命從來不
止傳福音，這是不少基督徒誤會了的。 
 
 在新的一年裡，我們希望能將注意力放在建立門徒上，不單向人傳福音，亦致力學習神的話語。
與此同時，亦希望我們可以全教會一起同心來到神面前禱告尋求，所以在明年第一天開始將會有一個
40 天禁食禱告，邀請大家一起來到神面前，藉禱告與讀經一起經歷。 
 
 2023 年是西環堂立會 70 周年，創辦人白姑娘與麥姑娘兩位將一生交與神獻給香港，這是我們

的榜樣。為 70 周年之故，教會屆時會有不同的慶祝活動，但希望我們不是為了慶祝而慶祝，而是為承
接前人所作，而是在這變幻不斷的時代裡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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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陳光耀執事 

 

過去幾年，神召會西環堂面對疫情、政治環境、和社會經濟的種種挑戰，不少弟兄姊妹舉家移居

他國，教會無論在人數、財政收入上都受到影響。不經不覺教會已遷往名店廣場 3 年，第一個三年的租

約已經完成，我們在年初開始接觸業主商討續租，雖然因著疫情，零售業疲弱，租務市場也走下坡。但

業主本身是一龐大的租務集團，因此在商討租金上，知道絕不容易。但神實在是滿有恩典和供應，我們

也坦承與業主分享我們的信仰理念，和祝福社區的見證。最後業主與我們達成共識，讓我們在可負擔的

租金下續租三年！ 

 

神的恩典實在夠我們用，在這段期間，教會領袖都覺得要更好運用教會場地和資源，於是在這年

度開辦了不同的興趣班和課程，我們期望藉此更多接觸坊眾。雖然各課程的反應不一，但我們見到有些

小朋友、家長、和新朋友也因著參加興趣班，從而參加了教會不同的聚會！隨著疫情逐漸減退，我們在

夏季期間舉辦了首次『盛夏市集』，除了讓坊眾接觸教會之外，也希望藉是次市集祝福檔主。這次市集

反應非常熱烈，因此我們緊接於中秋期間再次舉辦「中秋市集」，感謝主！經統計後，在短短兩日間，

我們接觸了接近 1000 位來賓！ 

 

今年我們舉辦了首次「同工發展日」，讓董事和同工有更好的溝通，也藉此機會彼此學習。是次

發展日獲得很正面反應，我們期望日後每年都能夠舉辦，讓服事團隊可以藉此機會學習、更新、重新得

力！為了讓教會有更好的承傳，今年我們邀請了幾位經驗較淺的執事，加入董事會參與事奉，他們都十

分樂意在神裡面委身更多，請弟兄姊妹都用禱告記念他們。 

 

教會邁向七十週年，往往令人想起昔日教會創辦人白智貞教士和麥嘉倫教士，她們當日在資源緊

拙的情況下建立教會、開辦學校、為社區服務，把自己一生擺上在華人社會。我未有機會見過白姑娘，

年輕的時候有幸認識麥姑娘，她每一次來西環堂的時候，沒有一點架子，從來沒有強調自己是西環堂的

創辦人，每次都謙虛溫柔地，用她有限的廣東話，跟教會的長者打招呼。每次在講台分享神的說話，都

帶著從神而來的教導和鼓勵，她們實在樹立了一個事奉的好榜樣！未來的挑戰只會有增無減，但這正是

上帝擺放我們在香港的原因。弟兄姊妹，讓我們同心為神的國度擺上，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祂的見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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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部 
 

敬拜隊                                                             談柏倫執事 

上半年都因疫情緣故，政府要求下教會需要停開，感恩董事們有大部分都是敬拜隊成員，因而敬

拜部分沒有因此而有所影響。下半年實體聚會恢復，隊員們都需要時間適應，特別我們今年有新隊員加

入，大家都努力學習中。過往兩年敬拜隊出現人手流失的情況，某些崗位都未有其它人選可以承接，求

神為我們預備。 

 

音響組                                                             陳騰宇弟兄 

音響組主要的工作是配合敬拜隊讓敬拜讚美聲可以最自然的呈現給現場或線上的會眾。音響組現

時有兩位成員，感謝成員的忠心付出，亦感恩可以在音響事工服侍。今年我們舉辦了音響簡介會，希望

可以讓到需要處理簡單操作或對音響事工有興趣的弟兄姊妹有更多的了解。希望來年會有更加多的成員

加入音響組。 

 

投影組                                                             劉衍邦弟兄 

於本年度的服侍人數一樣，維持五位。疫情下，本年度祟拜仍設有網上直播供弟兄姊妹參與或重

溫；投影組在當中亦作出新嘗試，受疫情入境限制，崇拜部各單位透過網絡轉播實行跨地域界限，一同

協助黃約翰牧師舉行醫治特會，讓弟兄姊妹同心經歷，見證上帝的奇妙。在此感謝每位成員的擺上，面

對新挑戰下仍樂於學習新的操作模式，同時亦感謝教會同工的支援及貼心的預備。願在未來的日子能逐

步恢復實體祟拜，繼續在崗位上為神家獻上最好。 

 

常務司事                                                           鄺美玲姑娘 

今年疫情影響下，1-4 月份周六崇拜及主日崇拜都在網上舉行，這段期間司事們都不需回教會事

奉，直至四月廿三日才開始恢復實體崇拜，司事們帶着久違了服事心情回到教會當值，雖然周六崇拜有

幾位長者，因身體狀況問題不能再參與服事，而周日崇拜司事亦有人移民，人手確實減少了，但仍然足

夠，期望神興起更多弟兄姊妹參與司事團隊，一同服事主。 

 

創作出版部           陳光耀執事 

創作出版部主要負責支援教會設計、宣傳、攝影、影片製作、和資訊系統方面的需要。設計方

面，我們今年設計了新的揮春和教會年曆。在年初教會外牆裝修搭棚期間，也設計了橫幅掛在教會外

牆，協助宣傳教會。攝影組每每在教會聚會和活動中，記錄珍貴一刻。這些活動相片很多時候都第一時

間上載到教會的社交媒體，供弟兄姊妹分享，這其實也是一個好好間接宣傳教會活動的方法。影片製作

方面，難得今年疫情稍為緩和，終於可以在神學院進行實體洗禮，影片組特別為洗禮的弟兄姊妹和孩童

奉獻禮的小朋友製作介紹短片。洗禮當日播放影片，大家反應都很熱烈，相信這些影片是給洗禮者和小

朋友一份最有紀念價值的禮物！資訊系統方面，我們為教會的手提電腦升級了硬碟及重裝系統，為這些

老爺機重新賦予生命。我們也為教會副堂安裝了新的無線攝像鏡頭，方便保安及監察副堂運作。近日我

們也購置了一台全新的多媒體電腦，用作崇拜直播和投影之用。本部的工作大家未必容易察覺，但弟兄

姊妹在背後所投入的時間和心力其實不少，我們參與事奉的人手也很有限，所以請在禱告裏記念。也藉

此呼籲有興趣參與這方面事奉的弟兄姊妹，一同加入事奉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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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區                               楊良河執事 

 

雖然 2022 年仍然是與疫情共存的一年，但是靠著神豐盛的恩典和肢體間彼此的配搭，長青區推

動了不少活動接觸新朋友，把福音的種子撒在他們的心田，努力擴展基督的國度。 

 

首先，神讓我們順利於六月舉行了旅行暨生日會，這次與觀龍樓女青年會合辦的活動，除了長青

區的弟兄姊妹和觀龍樓的長者居民可以參加外，我們還邀請耶穌請食晏/飯的長者參加。大家都感恩終

於有機會到戶外走走、彼此認識和聊天。透過這次接觸，新朋友更樂意參加教會活動，例如到訪教會舉

辦的中秋市集。盼望他們早日接受福音，成為天國子民的一份子。 

 

另外，於暑假期間，長青區為長者的身、心、靈需要而舉辦了一連串課程和講座，希望吸引新朋

友參加，活動包括「長者智能手機班」、「中醫痛症健康講座」和「長者學堂」，參加者都非常投入和

表示內容實用。「長者學堂」是今年首次開辦，透過學習烹調和鼓勵健康飲食、建立運動習慣、認識理

財之道、學習以遊戲放鬆心情、認識戶外活動須知、以及學習心靈健康之道等共六堂，讓學員知道主耶

穌乃掌管生命的主，能滿足人的心靈。 

 

在疫情的影響下，一至四月的崇拜改為於周日網上進行，而主日學和祈禱會則以網上互動形式進

行。因應觀龍樓探訪被迫暫停，我們亦以網上「輕鬆一小時」取而代之。感謝主的眷顧，讓長者們能夠

跨越數碼鴻溝，忠心恆常出席網上聚會。禱告會的其中一個禱告事項，是祈求長者可以順利完成接種所

需疫苗，感謝主保守長者順利取得疫苗通行證，於五月回復實體崇拜時能進入教會參與崇拜。自放寬防

疫措施後，長青區恆常的活動，包括觀龍樓探訪、老友關懷組和長者讚美操亦能陸續恢復進行。 

 

疫情和身體的軟弱確實令不少弟兄姊妹無法到教會聚會，有見及此，教會安排即時錄播讓他們可

繼續參與崇拜，而組長和組員則以電話表達關懷，與他們保持聯絡，各小組亦趁中秋前上門探訪他們，

盼望做到彼此相顧，互相支持。 

 

今年，長青區有兩位姊妹受洗，分別是張衆宋姊妹和黃秀珍姊妹，他們都分享信主的經歷，在眾

人面前確認主耶穌為救主。黃秀珍姊妹就是透過觀龍樓探訪而接觸到的，經過一段時間的探訪，讓她感

受到主耶穌基督的愛和真實。姊妹的信主激勵我們於神的事工上須要繼續努力，深知道神定會有美好的

帶領和安排。 

 

我們於去年開始邀請了幾位弟兄姊妹於敬拜中負責和唱，一同帶領會衆投入崇拜。來年，我們會

繼續發掘弟兄姊妹的恩賜，鼓勵弟兄姊妹於聚會中分享見證，不單鞏固自己的信心，還可以激發弟兄姊

妹的愛心，彼此勉勵行善，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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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青區                 陳陳佩蘭姊妹 

 

今年年初雖然面對第五波疫情，成青區在過去一年，卻沒有因為疫情的關係而減少福音工作， 

上帝的工作亦沒有受到這方面限制。今年我們分別在三月和九月舉辦過兩次健康人生系列講座，主題為

「補而不錯」如何選擇保健產品及「藉齒學嘢」 提升牙齒護理及保健知識，兩次講座均吸引了不少弟

兄姊妹及新來賓參加；我們希望藉著健康講座讓大家在疫情下也多加注重身體健康，也讓參加者知道我

們同樣關心他們的身、心、靈健康。在四月份我們也舉辦了 《愛的花園》線上微電影分享會，此福音

微電影讓人再次思想人和上帝的關係，影片中的花園主人，隱喻上帝不離不棄的愛，內容感人；當天參

加分享會人數接近 30 位。 

 

另外為了讓已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在夫妻關係上更進一步，我們在十月起舉辦了為期七課的美

滿婚姻課程。感謝主！有六對夫婦報名參加，在課程中學習夫妻相處之道，當中有好幾對更是新朋友或

參加教會聚會不久的弟兄姊妹；期望他們能靠著基督的愛，在主裏建立充滿愛的家庭！  

 

教會今年初舉辦市集，成青區弟兄姊妹也踴躍參與其中；例如在中秋市集中負責佈置、宣傳、派

單張、扭氣球，並帶領不同的手工藝活動、科學小實驗、和攤位遊戲，弟兄姊妹在過程中也很享受同心

事奉的喜樂！  

 

希望讓弟兄姊妹明白禱告的重要性，我們繼續有「成青區雙月祈禱會」，每次祈禱會均由不同的

小組負責，今年透過聖經中不同的人物，從中學習禱告的態度和實踐。 

 

於下半年有四位姊妹都移居外地，請在禱告中記念她們，特別為她們找到合適的教會禱告，也求

主不單讓她們有穩定的教會生活，也讓她們能投入教會的事奉。至於來年成青區將會有兩個小組，因著

年歲和身份上的轉變而升往長青區，請大家禱告記念升區之後的適應，及與長青區弟兄姊妹之融合。我

相信在神的家裏其實沒有分什麼「區」，也沒有地域的限制，在主裏都是一家人，我們沒分彼此，無論

往哪裏去，我們都繼續同心服事主！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應當

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

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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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青區            王宥鈞弟兄 

 

感謝父神，靠著祂的恩典職靑區在這一年有新轉變，在這個多變的年代讓我們繼續成長，好好裝

備自己。 

感謝職青區各弟兄姊妹，為著牧區的需要都勇於嘗試，亦保持開放的態度去迎接新轉變。 

  

今年職青區的運作有一些改動。牧區主要由兩大組組成，而每一個大組中共有四個小組，而小組

的名稱都是大家自由發揮，以突顯自己小組的特色，分別有：超級能恩組、收工襯組、TGIF 組、男團

小組、LadyMama、Eddie仔組、Mabel組及 Keith組。鑒於職靑區約六成組員非中西居民，以及大家

的工作及家庭繁忙，職青區各小組會按需要去決定小組以實體或網上形式進行。 

 

最特別的是，每一個小組都不設組長，組員會各自分工去安排小組中的 4 個 W，讓大家都有承

擔，從中學習，同時查經環節都會由組員輪流帶領。我們相信職靑區的組員各有恩賜，能夠彼此牧養，

互相關顧，讓大家可以燃點自己，照亮他人。 

  

過往的兩年間，疫情對教會，小組，甚至乎日常社交都有甚大影響，多人的聚會亦停頓了好一段

時間。為了鼓勵組員多見面及可以彼此重新認識（特別係新朋友），職青區每一個月都會有一次區聚，

形式各有不同。為配合各年齡層的需要，這一年我們舉辦過的有：職青大會、網上見證分享、與移民英

國弟兄姊妹 Zoom 聚會、遊戲日、手工紡紗工作坊、職青禱告時間等。我們希望舉辦這一些活動可以

鞏固弟兄姊妹之間的關係及藉此能邀請更多新朋友到教會認識福音。 

 

今年像是復甦的一年，不單是社會需要復甦，教會裏的關係及連結也要復甦。感恩神一直帶領弟

兄姊妹，叫大家對信仰有渴求，對教會也有承擔，每人願意做多一點點，因此每一個職青區的弟兄姊妹

都係我們的核心成員，感恩有你們！當然亦特別感激楊玲楓姊妹、譚穎詩姊妹、劉美寶姊妹及馮敬修弟

兄為今年牧區的策劃及行政所作的付出。 

 

在耶穌神家裡我們是一家人，教會弟兄姊妹之間就如同肢體，只靠身體的一部份是不能行動，不

能走路，所以肢體也要各盡其職、互相幫忙、彼此相愛，在未來的歲月，願神大大興起職青區，讓每一

位弟兄姊妹也有機會享受服侍主的甜蜜，讓我們合一，共同為主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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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Channel          駱家欣姑娘 

 

Youth Channel是由一群初中至大專學生組成的信仰群體，以多元、輕鬆的方式與年輕人分享信

仰，讓他們能明白真理、經歷神的觸摸，並鼓勵他們在生活中實踐真理，靠主在生命中追求成長。我們

的恆常聚會除了集體遊戲、敬拜、奉獻教導及每周速遞外，信息部分的主題、形式、內容，我們會按年

青人的需要，彈性作安排，務求令年青人能積極投入參與，繼而透過不同的學習體驗，引發思考。除了

節期、佈道主題外，本年我們預設了幾個大範圍的主題，以專題形式跟大家探討，主題包括「學習」、

「家庭」、「兩性相處/戀愛/同性戀」、「品格重塑」、「交友」等。 研讀聖經方面，我們使用了教

會的查經建議，跟年青人有系統地查考聖經，鞏固大家聖經方面的基礎；五旬信仰的學習及操練上，我

們除了聖經的教導外，也舉辦了 YC 敬拜禱告聚會，由年輕人帶領，鼓勵大家開放生命尋求，經歷神的

觸摸。小組分享方面，提供了一個讓年青人分享自己看法、感受的機會，透過分享，導師組長協助年青

人澄清信仰的觀點，信得更準更真之外，大家也坦承地分享生命各樣需要及掙扎，彼此鼓勵，同心以禱

告交托主。 

 

我們深信神給年青人豐富的才幹恩賜，因此我們鼓勵年青人嘗試參與不同的服侍，除了每季的輪

值以外，還有不同牧區及教會事工的參與。年青人每周學習在事奉中作好準備、分工合作、公開帶禱/

帶領、學習敏銳聖靈引導，信心作回應等等。在過程中，我們看見年青人漸漸地成長成熟，並見證神在

年青人生命的工作及揀選。 

 

疫情反覆，加上第五波疫情的影響，年青人的暑假提前至三月份舉行，學習的進度大受影響。那

段時間弟兄姊妹並家人，相繼於二、三月期間病倒確診，年青人透過網路平台，持續彼此關心慰問和代

禱。期間雖然未能舉辦實體的活動，但我們仍然堅持每周在網絡跟年青人舉行 YC 聚會及進行門訓小組，

學習真理、分享生命；疫情於四月底漸見穩定，我們也隨即恢復實體聚會，感恩年青人很快便能重新適

應投入教會的生活。我們也開始積極為下半年的服事作籌備。 

 

 除了恆常聚會外，我們舉行了不同靈性培育/興趣活動，讓年輕人可以邀請身邊好友參與，認識

教會之外，也能減壓舒懷，彼此交流相聚。我們先後舉行了 Christmas in the Wild、圖版遊戲、曲奇

製作、和諧粉彩、Godly Play 體驗等等。暑假期間，我們舉行了 YC Summer Camp 兩日一夜營會，並

邀請了 4位新朋友，及幾位 KW小六的少年人一起參與，大家藉此建立了關係，有了初步的認識，開學

後，部分年青人更開始恆常參與 YC 聚會，實在感謝神的帶領。 

 

本年共有三位年青人(芯瑜、Ryan & Zoe)，因著移民及升學原因離港，我們為他們舉行了送別

活動，讓年輕人分享心中的不捨，也藉手作 T-Shirt 為他們送上祝福；深願神在幾位年輕人生命繼續工

作，讓他們放眼世界外，也能倚靠主跨越生命的挑戰。在神帶領下，經歷主的同在及恩典。 

 

綜觀今年的事奉，雖然我們仍因疫情，有著不少限制，但在神恩典引導，加上事奉團隊同心，我

們都更能以信心作出新的嘗試。感恩神藉此也拓闊了我們的眼界，讓我們明白神的工作並沒有形式的所

限。感恩在神的帶領下，領袖學會更多倚靠，更謙卑自己；組員一步步成長，更多主動起來回應。神不

注在提升我們，使我們成熟；年輕人在多番創新嘗試下，打破過去的框框，更靈活迅速的回應需要，讓

更多人得到適切的幫助，並感受到主基督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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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區                                                       曾美寶姑娘 / 鄭羅苑文執事 

 

兒童區就是要實踐耶穌的教導 — 耶穌就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阻止他們，因為天國

正屬於這樣的人。」《馬太福音 19:14(中文標準譯本) 》 

 

每逢星期日早上，Kids Wonderland 兒童奇趣天地於副堂及聖巴拿巴會之家同步展開。副堂的

幼稚班及聖巴拿巴會之家的小學班分別約有 20 位的孩子參與。雖然大家身處不同的地方，但孩子都很

投入參與，並有聖靈在當中運行。我們會與孩子一起用詩歌敬拜讚美神、分享聖經訊息、參與及不同的

遊戲，讓孩子們自年幼就學習讚美主、透過聖經認識主、與同伴們一起在基督的愛中成長。兒童奇趣天

地就是讓孩子們感受到愛及學習去愛，在主的愛中被建立，成為榮神益人的一代。 

 

導師們每星期都用心去預備聖經訊息，透過短片、短劇、Godly play（兒童靈性牧養的方法）、

小組討論、分享生活的實踐、視藝創作等去引導孩子學習真理。Godly Play 強調「孩子不是白紙，上

帝是不會造白紙的。導師不是灌輸或操控孩子，而是引路及同行。」在一次離開埃及的「曠野袋」的故

事中，與孩子一起分享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當將「曠野袋」拉到孩子的前面，解開綁着 四角的

繩子，袋裏滿滿的沙便隨即向着四邊緩緩地向下瀉，當沙子停止滾動，一個白色的小沙丘便呈現在導師

及孩子的眼前。孩子雖沒有太多說話的回應，但每個都是專心去聆聽，相信聖靈親自與每位孩子說話。

兒童區期盼每位導師都可以與孩子一同去探索神話語的奧秘。 

 

另外，我們除了恆常的 KW Seed 種子班、種子班爸媽組、不一樣的媽媽及快樂童盟等接觸到不

同的家庭外，感恩今年教會在新開辦的課程中，讓我們認識更多未信主的家庭及孩子。今年我們更舉辦

了升中分享會、沙灘樂及家庭日營。透過外展事工，我們可以與未信主的家庭及孩子建立關係並分享耶

穌基督的愛。而暑假期間，我們與導師更有機會到聖雅各福群會寶翠園幼稚園舉辦暑期聖經班，服侍該

幼稚園的學生。藉此感謝 10 位導師抽出寶貴時間到學校與孩子分享聖經訊息。 

 

我們於 11 月舉辦了導師分享會，與導師分享如何帶領敬拜，一同學習透過不同技巧及創意，帶

著喜樂與孩子一起敬拜神。感謝每一位導師願意開闊眼界去裝備自己，並帶著愛孩童的心忠心委身服侍

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