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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區會人才培訓部開會商議2018年區會長執培訓的主題時，各部員都不約而同，有

感現時禮賢會整體及個別堂會，長執的年齡均偏向成年及中年，而當中較年青的堂董數目實在

不多（參附圖1）。從長遠角度來看教會發展，必須積極培訓接班人，讓更多年青人起來承擔堂會長執及信徒領

袖的事奉。因此，最後便定下2018年長執培訓的主題：「交棒與接棒：如何培訓教會接班人，包括教牧同工、長

執、信徒領袖以達致傳承？」感謝上帝，第一晚為我們預備一位十分合適的講員，前粉嶺神召會堂主任黎昇輝牧

師；也為我們預備了第二晚座談會的三位分享嘉賓，分別是紅磡堂的會正李佑成長老、大埔堂的署理堂主任黃卓

風牧師、九龍堂的前執事畢黃燕明姊妹。以下是簡略節錄兩晚的信息內容。

交 棒 與 接 棒

第一晚專題：黎昇輝牧師信息（節錄）

黎牧師於2017年10月29日交棒，從主任牧師職位退下來。整個交

棒啟動的過程是由2013年至2014年開始，交棒的主題稱為「榮耀傳

承」，以2015年至2020年作為完成交棒的工作，2020年便會從行政

架構中全退。粉嶺神召會分為敬拜系統、宣教系統、事奉系統、培訓

系統、牧養系統，新任的堂主任亦是一步一步接收五個系統的事工。

黎牧師回應上帝的呼召，是來自以弗所書3章1至9節，並且從以

弗所書2章11至13節上帝福音的奧秘如何要臨到外邦人，成為他的異

象和夢想，就是上帝要在世界中召一班人出來，成為一個新的群體─

上帝的家。教會是有機體，健康就自然會成長，由健康孩童成為健康

成人（成熟），再成為健康長者（可以放手），最後進入完滿人生。

健康教會的三個發展型態是由growing church（成長的教會）成為

sending church（差派的教會），再成為mentoring church（督導的教

會）。故此，黎牧師回應天父的夢想，建立教會的信念是「植根本

土，建造地方教會；走遍世界，拓植教會群體；成為永續成長的地方

教會。」早年黎牧師思想傳承問題時，也會有不同的想法，會擔心一

代不如一代，故不敢放手，未懂授權，只懂一味死衝，沒有培訓下一

代計劃。後來開始思考傳承，要傳承，首先就是要將粉嶺神召會的基

因傳承下去，包括無私奉獻、不畏艱辛、堅守使命。

第二晚座談會：分享（節錄）

李佑成長老（李）、黃卓風牧師（黃）、畢黃燕明姊妹（畢）

問（李）： 作為在禮賢會一位資深的長老，你認為交棒和接棒的困難

往往是甚麼？你如何有計劃地為個人及紅磡堂的領導層步

署交棒和接棒的工作？

答： 照我的觀察，沒有人不願意交棒，然而紅磡堂的情況，有一段時

間沒有人願意接棒。那一段時間教會的年青人較少，故此亦較難

有計劃地步署交棒和接棒的工作。

問（黃）： 你算是一位頗年青及事奉年資較短的堂主任牧師，可否分

享堂會如何有計劃地栽培你成為接班人？在過程中你遇到

甚麼困難？

答：回想教會的領導班子，表面上並沒有有計劃地栽培堂主任接

班人，但其實是有計劃地培訓整個群體，成為委身的門徒，

而上帝在當中會呼召人成為接班人。教會在當中給機會年青

人發揮和參與，並信任年青人，讓年青人去嘗試，不怕年青

人犯錯。

問（畢）： 據我所知，當年妳辭退堂董一職，是期望堂會有更多人起

來接棒。可否分享妳為何有這想法？妳認為堂會要做到交

棒和接棒成功，除了妳個人有這想法和行動外，還需要有

甚麼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

答：我於2002年加入堂董會，當時教會積極發展青少年工作，不少

年青人很熱心參與教會事奉，甚至想進入堂董會事奉。礙於選舉

的制度，而會友一般會選舊人，新人較難可以進入堂董會事奉。

但看到教會發展需要有新的思維，也看到傳承的問題，所以

2008年的選舉時，在堂董選舉名單中分享自己的心意，希望有

黎牧師認為，如果要交棒成功，

整個教會必須啟動三大方案（參附圖

2）。第一，是教牧團隊，培植每十

年一代的教牧領袖。設立副主任牧

師，召聘同工時考慮有40歲、30

歲、20歲的同工，而最後在2005年

完成四代部署，當中有9至12位同

工。第二，是核心領袖，每部門設立領袖，積極培訓。每一部有副部

長，在32隊的事奉隊工中，除了委任隊長，也發掘副隊長。其次，由

教牧同工擔任督導，帶領隊長和副隊長。而在牧養系統的200個小組

中，積極培訓組長和實習組長。第三是全民皆兵，推動門訓工作。知

人善用，使每個信徒活出特質。動員所有教友，並且授權他們事奉。

授權的步驟包括委任、步驟、挑選、

談心、基本培訓、正式委任、支援跟

進。這樣，教牧成為教練，鼓勵和建

立每一位信徒在前線事奉。黎牧師建

議「跟我學五步」的培訓方式（參附

圖3），包括我做你看、我做你幫、

你做我幫、你做我看、你做他看。

年青人可以加入堂董會。因此，那一年自己沒有被選，而亦有年

青人可以加入了堂董會。

問（李）： 你認為教牧同工、長老、執事、信徒領袖（包括導師、主

日學老師等），那個層面的交棒和接棒工作面對的挑戰最

大？遠象、心態、技術、策略，那方面最重要？如果有人

不願交棒，又沒有人願意接棒，堂會有何策略？

答：我覺得心態比較重要的。教會現時有一班年青人有事奉的心

志，積極投入參與事奉，所以我會多嘗試去接觸他們、關心他

們。今年開始，每次堂董會都會邀請兩位年青人列席，好讓他

們多了解堂董會的運作。在配合方面，亦會努力將會議精簡一

點，因為我發現一些青年人不想擔當執事，不是因為怕開會，

而是怕開一些很長又沒有意思的會。多一點關心他們、體諒他

們，一同學習、彼此建立。

問（黃）： 據我所知，大埔堂不少堂董也是較為年青的，在交棒和接

棒的過程中，產生甚麼適應和磨合？甚或有甚麼危機需要

小心處理？

答：在過程中需要去聽年青人的意見，也要接納年青一代的長執有空

間去犯錯。另一方面，年青一代也要接納，即使想改變或更新教

會某些地方，也不能太心急，可以不斷嘗試。有時年青人過份想

像以為長輩是一成不變，但可能其實不是這樣。

問（畢）： 據我所知，妳的女兒和女婿都是十分積極參與堂會的事

奉。妳認為作為一位交棒者，應當對接棒者如何給予支

持、鼓勵，甚至和他們同行？交棒者可有甚麼經驗或智慧

與接棒者分享？在未來的日子，妳認為九龍堂交棒和接棒

的工作在那些方面仍然有一段路要走？

姚澤煌牧師
人才培訓部部長

全區長執年齡分佈（附圖1）

黎昇輝牧師分享資料（附圖2）

黎昇輝牧師分享資料（附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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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感動：用每個經歷去榮耀上帝、好好研讀聖經，我告訴上帝，若

果祂不介意，我就讀神學。

讀神學前，我和先生較多投入音樂事奉。而報讀時，我和先生也沒

有清晰要牧會的感動。因此一開始我們是讀基督教研究碩士（MCS）
的。令我轉讀道學碩士（MDiv）的一個主因，是MCS沒有講道學和崇
拜學科目，而我發覺自己心底對講道和崇拜，有份不知從哪裡來的熱

誠和負擔，所以就按這感動，轉讀了MDiv。畢業至今快將三年，講道
仍然是上帝給我最經歷恩典和喜樂的服侍之一。

到將近畢業時，還在摸索天父的帶領，老實說，當時還未想像過

真的會牧會。不過就在短短兩個月間，天父為我開了一道完全陌生，

卻又很清晰的門—禮賢會香港堂。由聽到有關這堂會的介紹，到親身

來到崇拜，又跟幾位同工接觸，內心都有一種很特別的感動。本來自

己住青衣，不想事奉地點離家太遠，就跟上帝開了個一小時的路程範

圍。現在由家到教會，剛好一小時。上帝可真幽默。

由軟件工程及金融界的過客，轉為牧會，又來到一間跟自己成長背

景截然不同的堂會，我發現香港堂很多可愛、令我欣賞和敬佩的地方，

亦有因著工作性質和堂會文化不同而要努力學習、適應的地方。百年堂

會，聚集了好幾代信徒，當中有微妙的人物關係，一言難盡的歷史，充

滿上帝的恩典，也深藏著彼此含蓄的情誼。正如每個會眾群都有她獨特

敬拜上帝的聲音，感謝主讓我可以體驗、並融入這堂會敬拜的聲音。

香港堂
袁青雲傳道

蒙召對我來說是個淡淡然，卻又越來越深刻的過

程。淡淡然，因為沒有發生過什麼很特別的事，但上帝

卻鋪排了一些經歷，讓我察驗祂放在我心中的感動。

我自小學就在基督教學校的環境信主，感受到天父是看顧我的上

帝，也是我個人很親密的朋友。祂也讓我遇上很好的牧者、弟兄姊

妹。高中、大專時代聽過的講壇信息，部份我仍然印象深刻，對我的

信仰生命有很深遠的影響。 

從沒想過讀神學，直到在倫敦留

學時，認識了現在的丈夫。那時他剛

認識主，上帝就賜他一夥渴慕認識真

理和服侍的心，我作為同行者，就跟

他開展了探索神學裝備的路。而在倫

敦那年，自己有更多個人靈修、禱告

的空間，上帝又讓我們體驗了一個充

滿愛的教會團契生活。那段時間，有一首詩歌每次唱時心裡都很有共鳴

和感動，其中一句歌詞是：「主，我獻上生命給你，用我一切經歷，來

榮耀你聖名」，似乎上帝就是呼召我，用每個經歷去榮耀祂。

到回港探索神學裝備時，又浮起過一個念頭。事實上，上帝一直

都非常恩待自己的學業，我會認真讀好每一科，考取好成績，但至於

投放在上帝話語的熱誠，怎麼卻是那麼少，說來實在慚愧。於是就是

鄭少梅宣教師                                                                                                                                               
九龍堂編者：鄧紹光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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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基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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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十二問
What non-violence is

袁青雲傳道與丈夫合照

五、 聖經是絕對非暴力的？福音必然是和平的？

六、 現實是從暴力中誕生？

七、 受害者可以選擇以暴制暴嗎？

八、 如何轉化當下？暴力抑或非暴力？

九、 基督徒必須過非暴力的生活？

十、 容不下耶利米？

十一、 撕裂下怎麼祈禱？

十二、 容忍暴力之惡。

十一位的作者：鄧紹光、趙崇明、鄧瑞強、謝木水、盧允晞、葉

沛森、龔立人、邵樟平、褟智偉、劉進圖、葉佘枝鳳。

推薦：在可見的將來，香港社會仍會身處種種政治矛盾的社會張

力之中，且面對各種層面出現的暴力。不採用暴力來面對眼前的黑

暗、目下的混亂，還有甚麼方式生活下去，叫我們可以孕育生命、醫

治生命、而不致滅頂？本書匯聚了不同的聲音⋯願意聆聽不一樣異類

的聲音，已經是踏出暴力圈子，朝向暴力以外的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但願非暴力的生活方式，由你我做起！

這兩年在主日學教授「非暴力溝通」、報讀人數兩期共有120人。

我們學習「孤狼言語」和「長頸鹿言語」的分別、「同理聆聽臨在」

等等的實用技巧，學員覺得課程很有幫助，原來大家都希望以「非暴

力」方式與人溝通。「非暴力」(梵語：Ahimsa不害)，指對一切有
情、不加以傷害。英文沒有直接的字、只好用「Non-violent」這個字
去表達：內心沒有敵人的狀態。

今期向大家介紹「非暴力十二問」一書、很有份量，共有352頁。

十一位作者就著相關議題，不單從信仰的視野出發，更涉獵古今中外

有關暴力和非暴力的聖經研究、學術研究、神學等理論層面；又就著

過去幾年香港發生的暴力事件作出回應，務求使讀者對「非暴力的十

二個議題」有較全面的掌握。

非暴力的十二個問題如下：

一、 非暴力就是不暴力嗎？

二、 暴力就是滿足權力的手段？

三、 非暴力與靈性，有何相干？

四、 宗教是暴力的根源？

答：給他們嘗試，給多些機會他們。如果他們有一些新的意見，要聆

聽他們，尊重他們的意見，才給予意見。我會給他們空間，無論

他們想參與甚麼事奉，都會全力支持他們。我認為與青年人同行

是很重要，一起相處，多聽意見，盡量放手，不要怕年青人犯

錯。他們可以做得很好。做父母的，要將信仰傳承給子女，這樣

才有人起來接棒。

問（黃）： 作為一位接棒者，也代堂會中其他接棒者去表達心聲時，

你認為交棒者在交棒後，仍然可以擔當甚麼角色和功能？

應該全身而退？應該事事關心？

答：教牧和長執的做法不同。教牧交棒後，可以是一位顧問牧師，或

沒有崗位。有需要時可以去咨詢他。長執交棒後因為仍在教會，

仍可以給予意見。所謂承傳，並不代表將以前一套完全套落去現

在，可能未必可行。堂董會當中除了有年青人，仍有一些資深的

長執，所以可以一步步傳承下去的。

問（李）： 傳承除了是功能上成功交棒和接棒，還包括將禮賢會

優良的傳統、文化，交棒者及那一代人的生命素質、

委身忠心、愛神愛教會的心志等傳承下去。你認為現

時禮賢會和各堂會能做到傳承嗎？為甚麼？我們還需

要怎樣努力？

答：過去在禮賢會的經濟危機中，我看到一班長老如何對禮賢會的

委身和承擔。自己在堂會中成長，亦從牧者，從一些以往的長

老身上，看到如何事奉。他們不但言教，更是身教。我十分堅

信，生命是影響生命的。堂會一般都有許多事工，這是好的，

但倘若事工不能培育和影響生命，就寧願減少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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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我帶着失意離開我不擅長的保險工作，又回歸畢業後最

初的狀態：迷茫。本想另找一份安穩工作，做個平凡人，但上帝在一個

主日開了路給我：UEM南北義工。起初只是三年前知道本堂姊妹曾經去
過，其他的資料就一頭霧水。怎料三年後上帝透過荃灣堂的一份週刊稿

再次對我說話。一年的德國體驗著實令人眼前一亮，亦令人苦惱：因為

香港是一個現實的地方，出走一年確實令自己比其他人遲起步，再加上

好友們工作都上軌道，叫我無論如何都追趕不了，但上帝差不同的天使

對我說世界與上帝眼中框架的分別，就這樣我決定參加！

在德服事的是大城市：

科隆，德國第4大城市，位

於萊茵河流出中部山脈進

入北德和荷蘭低地前，是

繼柏林、漢堡和慕尼黑之

後，德國人口第四多的城

市，大概有超過一百萬

（2013）；1164年7月23

日科隆將據說是東方三博

士的遺骨移到本市後就成

為神聖羅馬帝國內最重要的朝聖地；科隆大教堂是歐洲北部最大的哥

德式教堂。能在這個大城市服事簡直是上帝的恩典：二零一五年先有

來自科隆的北南義工參加者Erika來港體驗，造就她成為我這一年的接
待家庭；而當地亦有一名牧師不單是與禮賢會有夥伴關係的組織的召

集人，她更熱衷香港的情況，順理成章她成為我的指導，並安排我一

整年的活動。

在科隆，我主要在一間幼稚園以實習學生身份工作，照顧細路，

陪伴他們，預備午餐、小食，預備場地擺設及清潔。我是十分討厭小

孩，因為普遍都是嘈吵；不過來到這裡，才知道他們是如何可愛、討

人喜歡。其中一件要做的工作就講故事，和以往的義工一樣，我需要

很長時間才明白少許德文，再加上聽和讀是兩件事，所以一開始確實

感到很大壓力。有一天，Erika跟我說：你應該自己一個找時間放鬆，
可以自己一個去其他地方，用德文向人問路，全程都用德文，相信困

難就會迎刃而解。真的，其實不只是我一個這樣，透過UEM的營會與
其他的義工一起生活、分享，就會知道不只是你一個有思鄉、語言文

化等問題，一切都在營會認識和了解，看的東西多了，人就見識多

了。營會內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議題讓我們討論，例如：德國大選、如

何去解決居德問題、大家在各地服事的情況、回到自己的國家又如何

面對文化差異等等。其中一個營會我們更破天荒邀請UEM的常任秘書
討論文化謬誤同歧視，對我來說，這是很大的得著。

除了幼稚園工作外，導師亦替

我安排了不同的工作：例如咖啡

店、少年模擬城市、不同教會分享

禮賢會情況，而這些只是在科隆；

與UEM有關聯的活動也很多：全年
五個營會、柏林教會大會、到法國

泰澤朝聖等。適逢去年是馬丁‧路

德宗教改革500週年，全國各地都

有不同慶祝及紀念活動，在柏林教

會大會有着不同的信息關於馬丁‧路德。泰澤朝聖亦是突如其來的機

會，最初就是於區會讀經營透過林治洪牧師認識，想不到多年後有機

會來到「真身」朝聖，於整個星期全時間退修，全然休息。

不同的活動令我見識多了，對於他國文化從一知半解去到主動了

解。急速忙碌的香港往往蒙蔽了人的視野，人與人之間的相交只局限

於一頓飯的一兩個小時。我分享一個字Unity in Diversity（和而不同）：
這個字應該是來自中國，意思是多民族而組成既一個地方，存在着同

一個發展方向，同時又有不同民族風格。其實不單中國，其他地方都

一樣：德國、法國、美國，整個世界。4年前有出色表現的德國男子

足球隊，當中有多少人不是純德國血統：前鋒：高美斯（西班牙）、

中場基迪拉（突尼西亞）、奧斯爾（土耳其）、後衛蘇利（匈牙利）

、保定（加納）、門將：達史迪根（荷蘭）；或者下一個例子會更加

體現和而不同：2018世盃冠軍法國隊，說到其實法國隊是由不同非

洲血統成員組成的球隊。在UEM的研討會聽到過一個很奇怪的理論：世
界為何會有249個國家而不是1個？國界是如何釐定？為何國家佔地會

有大有小？其實我想帶出的只是不能夠做到和而不同

的結果就會輕看他人。給些反思的例子：1.乘車時見到

一名黑人隔離有位置你會否坐下？2.見到亞洲人一定會說你好（普通

話）？3.所有德國人一定守時？；4.來自南非的你，當地是否隨時都見

到很多獅子老虎大笨象？5.在

歐洲，非洲人比亞洲人更容

易被警察截查？和而不

同既另一種講法，就是

愛。這份愛就正是耶穌

教我們彼此相愛，當所有

人都愛對方，願意行多一步

去問或者伸出援手，其實這

個世界的紛爭矛盾就減少，做

到共融的局面。

我除了參加服事的德國教會崇拜之外，因為九龍堂胡健斌宣教師的

推薦，我亦有機會接觸當地華人教會。先談我服事的德國教會，我主要

參加11時的崇拜，當有特別節日或者活動，那個主日就會有很多參加

者，反之就會小貓幾隻，多數都是老人家。其實歐洲教會普遍都是這

樣，虛有其表，說的是宏偉建築，恆常聚會的人數少之有少。有種稅收

叫教會稅，每個德國人都需要因為自己係基督教或天主教而交稅。雖然

心裏是教徒，好多人都會選擇申請退出教會以減省額外既支出，因為這

樣教會就愈來愈少人；另一邊，華人教會由美國一教會差來一位牧師來

科隆作牧養工作，崇拜以普通話進行，因為租借地方的緣故，時間定下

午3時。這樣基本上我參加崇拜就要用上一整天，因為來回要2小時

（1400-1800）。前期我是返華人教會，其後發覺時間效益很差，所以

轉參加德國教會，開始聽到少許德文，感覺上也不太差。要知道，華人

教會為華人而設，科隆華人不多，而華人裡頭基督徒數量，而這群基督

徒又有多少人願意返教會？以上是我返教會情況。我覺得可以視為一個

警號，讓香港的教會儆醒為主作工。一方面我們遵守上帝教訓，另一方

面歷史或者現狀去教導點如何做好或維持。香港教會都面臨信徒流失，

只不過每間教會情況不同；但是是否只是教牧同工的事？其實各人在教

會內都有位置。聽過一個泰澤義工分享：他說當地有一件原本需要10人

幫手做的事，他們會找多10人，件事完成後就會彼此相交，大家一齊效

力，大家都在這事上有份。

回顧一整年的義工生活，真是十分

精彩。我想分享我在德國最後一個崇拜

時在台上分享作結：一開始有打招呼同

少少自我介紹，我想分享一個有趣的經

歷，我記得第一日到科隆，Erika就帶我
去食土耳其包Doner做午餐，因為那個包
很大，我完全不知如何開始食，但現在

我完全適應德國的食物。我感激上帝給

我這一年，特別要多謝幫我安排一切的

牧師Bettina，每當有困難的時候她都會
幫我。當自己有需要找人協助，而即時

可以有人協助及幫忙，這真是好得無比

的。廣東話「再見」，其實與德文「auf 
wiedersehen」都是再次見面的意思，我
們將來一定會再見！多謝。

8月26日完成在荃灣堂分享後，相信這次經歷要畫上句號，但是

南北義工是不會停止的。有興趣了解的禮賢青年或是弟兄姊妹，我願

意繼續的分享，因為我也十分期待新的禮賢參加者的分享。

德國教會服事分享會

向 世 界 出 發

？5.在

更容

一步

實這

，做

2018年8月26日荃灣堂分享會後大合照

與牧師Bettina
最後一次崇拜的合照

接待家庭Family Brehmen和科隆的牧師Bettina

與義工們同遊紐倫堡

荃灣堂

余君正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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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九日（禮拜六）

地　　點：本校禮堂

主禮嘉賓：前任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現任港區人大代表譚志源先生。

日期︰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禮拜一）

地點︰禮賢會順天幼兒園及禮賢會彩雲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第四十五屆畢業典禮及升降機啟動禮

印尼巴布亞教會
來港探訪本會學前教育及社會服務單位

教育
部

中六畢業生代表獻唱《橋》，
答謝父母養育之恩。

到達禮賢會順天幼兒園

送上紀念品

學童表演唱遊

林國蘭督導主任介紹中心之運作

於禮賢會彩雲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合照

參觀上課情況

到達禮賢會彩雲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嘉賓與學童合照

嘉賓於中心設置之Band房內大顯身手 於禮賢會彩雲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與部份會員及工作人員合照

教育部部長李楚安執事
為中六畢業同學祈禱。

主禮嘉賓譚志源太平紳士（前排右二）、
校監鄧少軒長老（前排左三）與

一眾主禮人於畢業典禮前在105室留影。

中六畢業生於禮堂底細讀回味
同學對禮中師生的畢業感言。

畢業典禮後，嘉賓齊集學生
體藝活動中心享用茶點。

鄧少軒校監致送紀念品予
主禮嘉賓譚志源太平紳士

本校中一學生製作植物盆景作禮物，
並親手致送予台上頒獎嘉賓。

中六同學穿起畢業袍在圖書館的
佈影板前合照，為這個重要日子

留下美好時光。

一眾嘉賓剪下綵球，宣告二號升降機正式啟用。
左起：鄧文偉校長、粉嶺禮賢會中學校長陳俊平博士、

禮中堂堂主任何永強牧師、李葉文慧校長、陳陳平權校董、謝淑賢校董、
鄧少軒校監、主禮嘉賓譚志源太平紳士、陳啟元長老及陳梁慕清校董。

鄧文偉校長講述興建二號升降機的工程簡史啟用禮禮成，嘉賓乘搭升降機到一樓
出席第45屆畢業典禮。

今年學校特別為畢業生於學生會室
製作了拍照區，中六同學拿著
各式精製道具佈影板合照，
為畢業禮留下美好回憶。

熱門搶手拍攝道具：
中六各班的金色班別

大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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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禮拜二）下午三時正

地　　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主禮嘉賓：禮賢會區牧葉亮星牧師

教育
部 二零一八年學前教育

聯校畢業典禮

畢業生匯演—尋找森林主人之旅馬傑智校監為典禮致歡迎詞

主禮嘉賓葉亮星區牧與校董會眾成員合照留念

主禮嘉賓葉亮星區牧，
為畢業生訓勉 

畢業生代表致謝，
感謝校長和老師的教導

馬傑智校監致送紀念品
予主禮嘉賓葉亮星區牧

小指揮引導一眾畢業生一同合唱

眾主禮人頒發畢業證書給畢業生 獲長期服務獎同工，與葉亮星區牧及校董會眾成員合照

日　　期：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禮拜五）

地　　點：學校禮堂

主禮嘉賓：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黃大仙）羅慧嫻女士

教育
部禮賢會恩慈學校

二零一七至一八畢業禮暨新校車啟動及感謝禮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黃大仙）
羅慧嫻女士主禮

畢業生何穎恒同學與家人合照

畢業生與嘉賓及校董大合照

陳啟元長老蓋手印儀式

畢業生與嘉賓及校董大合照

前校監陳啟元長老感謝禮 李兆明長老代表李志堅長老
接受徽章及花籃

前校監李華成牧師感謝禮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黃大仙）
羅慧嫻女士頒發畢業證書 校董及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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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部青少年夏令營

日　　期：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九至二十一日（主日至禮拜二，三日兩夜）

地　　點：香港浸會園（新界粉嶺坪輋路88號）

主　　題：「上流？下流？」

主題經文：約翰福音十三至十七章

講　　員：鄭俊明先生（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文字部副主任）

目　　標：透過屬靈操練及聚會

1. 幫助參加者在這個向上流動困難的時代中，反思作為一個

基督徒的價值觀；

2. 檢視自己人生的取向；

3. 學習如何在這困難的時代中自處。

小組參與投資新向度遊戲內七個神蹟街站
完成任務賺取代幣

敬拜隊帶領唱詩讚美

敬拜隊合照 講員鄭俊明先生

林治洪牧師主持熱身遊戲
投資新向度

小組將代幣投資到四不同派別
（奮銳黨，法利賽派，撒都讓派及愛色尼派）

小組分享 小組查考約翰福音13-17章

組員互相代禱 手作坊展覽：小組作品

營友立志回應上帝的
呼召後取十字架為記

林治洪牧師祝福
大合照

林治洪牧師主持聖餐禮

襄禮陳鳳娟宣教師
協助聖餐禮

林治洪牧師為
未受洗的營友祝福

日　　期：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禮拜六）

地　　點：本校禮堂-高信堂

主禮嘉賓：區會前主席麥基恩長老訓勉及授憑

粉嶺禮賢會中學

周年畢業典禮

主禮嘉賓
麥基恩長老訓勉

畢業生代表致辭，講述在粉中的成長路，
多謝老師，多謝父母，場面感人

校監陳啟元長老
致歡迎辭

校董王啟蕃長老與獲獎同學合照

傳光禮-陳俊平校長
將燭光傳給畢業生

全體老師大合照，今年開校19年，明年便20歲校監校董校長與眾嘉賓合照

傳光禮-期望畢業生在
社會作光作鹽，將禮賢
良好素質薪火相傳

傳光禮-同學將燭光由台上傳給在台下所有畢業生

主禮嘉賓
麥基恩長老授憑

合唱團獻詩 老師與畢業生合照

教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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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二零一八年十月二日及三日（禮拜二及三）

地　　點：斧山道運動場

主禮嘉賓：林威強先生

　　　　 （路德會香港失明人健體會主席兼總教練、先進運動會教練兼國際田徑教練）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第三十九屆陸運會
教育
部

田賽項目—跳高 田賽項目—跳遠

第二天舉行的4X100米中學接力邀請賽，本校男子組力壓友校奪冠。 社際4X100米接力賽是每年陸運會的焦點賽事。

今年的四社啦啦隊表演賽中，郭士立社（紅）、羅存德社（藍）、
葉納清社（黃）及呂威廉社（綠）各以跳躍舞步和整齊吶喊

演繹打氣口號，為各社健兒加油。

鄧文偉校長（右）致送紀念品予第三十九屆
陸運會閉幕典禮主禮嘉賓林威強先生，

林先生亦為路德會香港失明人健體會主席兼
總教練、先進運動會教練及國際田徑教練導師。

閉幕典禮圓滿結束，
鄧文偉校長陪同主禮嘉賓林威強先生
接受會操隊伍離場時的致敬禮。

日　　期︰二零一八年十月八至十日（禮拜一至三）

地　　點︰突破青年村（沙田亞公角山路33號）

營會主題︰安．營

2018教牧同工營

黎子謙宣教師於開營禮領詩 Brian & Karrie分享泰國咖啡事工情況

唐德明傳道於專題分享
【安息】前領詩

【默觀靈修】、【靈修抄經】及
【十步清明】負責人陳國權牧師

【立約】聖餐禮

陳國權牧師與籌備委員會合照

黃卓風牧師於【起行】聖言默想前領詩

大合照

【起行】聖言默想負責人楊鍚鏘牧師

【安息】講員陳幼莉女士 【靈修抄經】營友聚精會神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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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禮拜二）

地　　點：學校大堂

亮燈嘉賓：陳廣慧宣教師（粉嶺堂）、陳俊平校長、

　　　　　校監陳啟元長老、前校董校監太太-陳梁慕清女士

日　　期：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禮拜六）

時　　間：下午1時至晚上7時

集合地點：禮賢會紅磡堂（九龍紅磡馬頭圍道37號紅磡商業中心B座801室）

解散地點：禮賢會九龍堂（九龍又一村達之路12號）

目　　標：藉活動「親眼看見社區需要」及「用手服侍社區」，讓參加者從觀察及探訪，

　　　　　重新思考他們所認識的香港（社區），實踐主耶穌的愛（聽而行道）。

粉嶺禮賢會中學
20周年校慶啟動禮暨
學校大堂亮燈儀式

教

青

育
部

年
部

各人預備亮燈儀式前（粉嶺堂陳廣慧宣教師、陳俊平校長、
校監陳啟元長老、前校董校監太太-陳梁慕清女士）

亮燈儀式後 校監陳啟元長老致辭粉嶺堂陳廣慧宣教師帶領祈禱 嘉賓與學生合照

青年節2018

禮賢青召─上去下來

聯合敬拜隊帶領敬拜

觀察組途經社區現貌組員參與最協調遊戲駱聖亮先生帶領世界之最遊戲 行動組正上樓探訪

小組分享 籌委分享

陳希陸牧師祝福 大合照

組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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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校：禮賢會荔景幼兒園、禮賢會順天幼兒園、

　　　　　禮賢會元朗幼兒園、禮賢會樂富幼兒園、

　　　　　禮賢會新蒲崗幼兒園、上水禮賢會幼稚園、 

　　　　　樂富禮賢會幼稚園、葵盛禮賢會幼稚園

出席人數：九百六十六人《四百八十三個家庭》

日　　期：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禮拜六）

時　　間：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

地　　點：青衣運動場

禮賢會幼兒教育

聯校親子運動會

教育
部

幼兒教育督導主任黃芝淳姑娘與主禮嘉賓及眾校長合照

李楚安校董（中間白衣）主持起步禮

標槍

眾家長師生大合照

跨欄

家師接力賽

跳遠

完成五區活動
成為傑出運動員

60米飛人

障礙賽

感謝主，賣旗日在2018年10月27日順利完成。今年賣旗日共

有1,680名義工參與賣旗，初步計算籌得1,716,132.60元（戶外捐

款為607 ,718 .30元，勸捐信、名譽旗及其他捐款等共籌到

1,108,414.30元），打破社會服務部有史以來賣旗收入的記錄！

賣旗活動能有如此好

的成績，確實有賴各堂

會、學校、社會服務單

位的同工及義工不遺餘

力的支持，在此衷心的

向大家致謝！我們會善

用籌得的款項，為更多

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優質

的服務。

社 會 服 務 部 在

2019年有賣旗機會，

日期是11月23日，希

望各堂會弟兄姊妹能繼

續踴躍支持。 

好

堂

單

餘

的

善

多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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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約三十年前，上帝用以賽亞書六章8節：「⋯我可以差遣誰

呢？誰肯為我們去呢？」藉聖靈在我心中強烈地呼召我，要我回應祂

的差遣。「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馬太福音九章37節）！

上帝開我的眼睛，使我看見上帝國度的需要，許多的生命正需要上帝

話語的牧養，許多的靈魂正等待拯救，能一生委身在建立別人生命的

事奉中，是何等的榮幸和急切！因此，我向上帝獻上自己：「我在這

裏，請差遣我！」

從一九九零年，我便開始了全時間事奉主之旅。回想至今，轉眼

已二十八年了！我時常記得神學院師長語重心長的教導：要作一個好

的傳道人，就要做好講台上和講台下的功夫，意思是說，要忠心以上

帝的話語餵養會眾，又要以真誠的愛心關懷他們。這是我多年事奉

主，建立信徒生命的座右銘。

建立生命的旅程是漫長卻又是令人興奮的！這些年，上帝帶領我

去過馬來西亞開荒，也給我機會，在中型和大型堂會牧養事奉，服事

過少年人、職青及成年的會眾，我有幸見證著其中一些生命的成長，

因著上帝的愛，他們都從軟弱、迷失中被建立起來。現在他們之中，

有些已做了牧師、傳道、神學博士、執事，也有在社會上各行業中，

為主發光發熱！回想這一切，心中便充滿感恩和感動，因為這都是上

帝建立的生命，祂又讓我可以有分參與在其中！

在近三十年的事奉裏，上帝都安排我在教會的

培育和培訓信徒的崗位上。記得保羅在使徒行傳二

十章32節說：「現在我把你們交託給上帝和他恩惠

的道；這道能建立你們，使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

得基業」，這段經文很深影響我的事奉，它讓我掌握到建立

生命的關鍵，就是上帝的道！雖然，現今的世代在物質主義和後現代

主義的影響下，世人甚至是信徒，都有嚴重扭曲的價值觀和失落了正

確的人生方向；然而，我還是很深的認定，生命的根基若建立在上帝

的聖道上，無論怎樣巨大的衝擊，也能承受得住，正如馬太福音七章

24-25節所說：「⋯凡聽了我這些話又去做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

子蓋在磐石上。風吹，雨打，水沖，撞擊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

為根基立在磐石上。」無可置疑，建立信徒在這樣彎曲悖謬的世代中

不失去其本質，忠心地為主作見證，是現今教會牧養面對的最大的挑

戰。然而，正因如此，牧養的職事亦顯得十分神聖。願信實的上帝，

讓我持定你的呼召，為這艱巨而神聖的職份殷勤學習、奮力前行。

二零一八年剛好是我按立宣教師二十年了，如今能被按立成為牧

師，是教會對我過往事奉的一份肯定和鼓勵，我為此獻上極深的感

恩；求主繼續施恩，亦請眾兄姊們不住的守望、代禱，讓我能更盡心

竭力完成上帝的託付，使祂的名得著稱讚和榮耀。

日　期：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主日）

時　間：下午三時三十分

地　點：禮賢會九龍堂（九龍又一村達之路十二號）

受職人：按立胡麗蓉宣教師（九龍堂）、李景堂宣教師（九龍堂）及

　　　　馬正雄宣教師（九龍堂）為本會牧師

聖職按立典禮

按立牧師感言

胡麗蓉牧師
九龍堂

區會主席陳家強長老
宣召、祈禱及致謝

襄禮李達德長老
讀經

襄禮鄧少軒長老
讀經

聯合詩班獻唱「將此生敬獻與主」 葉亮星區牧主持按手禮 葉亮星區牧為胡麗蓉宣教師佩帶牧師領巾

主禮人、牧師團、襄禮人、受職人及詩班合照 主禮人、牧師團、襄禮人及受職人合照

葉亮星區牧為馬正雄宣教師佩帶牧師領巾葉亮星區牧為李景棠宣教師佩帶牧師領巾葉亮星區牧及牧師團為
胡麗蓉宣教師舉行按手禮

葉亮星區牧及牧師團為
馬正雄宣教師舉行按手禮

葉亮星區牧及牧師團為
李景棠宣教師舉行按手禮

區會主席陳家強長老及葉亮星區牧
致送紀念品予胡麗蓉牧師

區會主席陳家強長老及葉亮星區牧
致送紀念品予馬正雄牧師

區會主席陳家強長老及葉亮星區牧
致送紀念品予李景棠牧師

前區牧龐建新牧師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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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由傳道按立為宣教師，相隔八年再被推

薦按立為牧師，是上帝藉着教會對小僕的接納和肯定，不是出於自己

有甚麽才幹和能力來事奉，而是小僕的教牧職份和召命再次被確立，

讓小僕常存謙和關愛的心，以真理來牧養主所交托的群羊。

小僕回想一九九六年神學畢業時選取了新約聖經，腓立比書一章

20-21節作為一生牧職的座右銘。使徒保羅說：「這就是我所切慕、

所盼望的：沒有一事能使我羞愧；反倒凡事坦然無懼，無論是生是

死，總要讓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因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

益處。」經文清晰記述了使徒保羅對自己生命的期盼和全然委身給主

耶穌基督，小僕盼望一生學效使徒保羅的心志和生命來事奉主、牧養

主所交托的群羊。

「禮賢一家‧優美傳承」是小僕加入禮賢會後，在牧養上銘記於心

的綱領。作為禮賢會的牧師，在個人生命上必須親近、愛慕、研讀及順

服上帝的真道；處事、言行及待人要謙卑，以開放心靈學習聆聽、認識

新事物和新知識。他的眼目不單只是注目在受聘的堂會，按照上帝的聖

道、聖禮來牧養、關顧和建立群羊的生命，使他們能在這灣曲悖謬的世

代為主見證；同時牧師的眼目亦需關注區會及堂會發生的事情，不可置

身於道外、不聞不問，又不以身作則來支援及分享其所需，甚或不願意

帶動會友投入參與區會的事奉和聚會。若牧師真的這樣來行事，這就辜

我很喜歡十七世紀瑞典教會的主任牧師阿伯.匝科．彼得森

（Abr.Zach.Pettersson）在《牧師？》書中寫的一首詩，這詩是對他
自己和即將成為教會牧者的提醒，也是對我自己生命的指導。

負了先賢、牧長前輩們多年建立的優良傳統，「禮賢

一家‧優美傳承」將無法一代，又一代傳承下去！

小僕回顧過去十二年在禮賢會九龍堂及區會事

奉時，亦看見區會屬下有多間較小的堂會有不同的

需要：如欠缺堂主任、教牧多是新入職缺乏經驗、舉辦專題或營會等更

欠缺籌劃人手、執行聖禮如舉行聖餐、聖洗禮又欠缺牧師等等；作為區

會所按立的牧師，怎可以視而不見、坐視不理；回想上帝給小僕機會在

二百人下的中小型教會事奉約九年；經再進修後到逾千人大型堂會九龍

堂事奉至今天，是有上帝的心意和祝福。小僕相信上帝會使用過去的牧

養的經驗，來協助小型堂會新到任欠缺經驗的教牧，成為他們的同行

者，幫助他們投入禮賢會這大家庭；因為教牧投入、穩固不離職，教會

才能健康增長，「禮賢一家‧優美傳承」的優良傳統才能傳承。

小僕亦深信在牧養上若要進一步提升，能與時並進，及回應時代

的需要，就必須對真道有忠誠和渴求的心。正如播道神學院的院訓：

「你當竭力在上帝面前作一個經得起考驗、無愧的工人，按着正意講

解真理的話。」（提摩太後書二章15節）。懇請弟兄姊妹為小僕代

禱，求上帝幫助小僕熱切愛慕聖經話語，竭力研究追尋；不但在生活

上活現其話語，作群羊的榜樣，更要從上帝裡得着智慧的心，以愛

心、生命和真理來牧養主所交托的群羊。

按立牧師感言

按立牧師感言

李景棠牧師

馬正雄牧師

九龍堂

九龍堂
你站著服事全能的上帝，

祂能看到你的心，

因此，你要在內心穿上美麗。

在禱告裏吸取力量吧，

這是上帝的工作，

而你只不過是脆弱器皿。

願真理控制你的嘴唇，

因為那裏儲存的是教義。

願愛引導你的心，

因為你是恩典的使者。

願順服裝備你的靈魂，

因為你是在為最偉大的主辦事。

願痛苦不要熄滅你的熱情，

因為你是牧人而不是主人。

願你在事奉中不要為自己爭勝，

因為對低級勝利的追求，

不適合於靈魂的牧養。

願你不被絕望擊垮，

因為主會讓人成長。

只管不折不扣地宣揚上帝之道，

你就會打開無知的眼睛，

喚醒錯誤的自信，

揭開驕傲者的面紗，

觸及沉重者的負擔，

因為上帝不願任何人沉淪。

準備講道時， 

你要像是最後一次對自己和聽眾宣講。

聽每一次的認罪都會使你的心懺悔，

這樣你就會在恩典中被堅固。

每一次主持聖餐時，

不要只做中介人，

而應該也是個恩典的領受者。

願救主這個牧人成為你事奉的榜樣，

成為你重擔下的喜樂，

你被審判時的保護。

願你的話語是幫助的種子，

你的行程是他人的路標，

你的禱告是撒但的失敗。

願你的死亡是忠誠的僕人

從這裏歸向主的喜樂之中。

我自一九九六年海外神學院畢業以來，事奉已一段很長的時間。神

學裝備由香港轉到台灣，牧會事奉由福音堂到禮賢會。二十多年事奉只

做過三個工場，身邊流轉的同工卻很多，在過去堂

主任的事奉也聘過教牧，見識過很多不同的牧會心

態。這些見識，叫我對當牧師更蹣跚與躊躇。

蹣跚於目睹很多充滿恩賜與夢想藍圖的人，卻

沒有生命的厚道去承載及建立教會，反而為同工及教會帶來

很深的傷害，甚至分裂。躊躇於自己是否有這生命的素質，去承載及

運用這牧師的名銜來建立神家。說真心的，我最終都沒有把握，卻在

這份躊躇與蹣跚中，讀到這詩，也成為了自己的禱告。

《你是上帝的僕人》：我是脆弱的，只能透過禱告去支取力

量。在未來有機會主持聖禮時，要打從心底知道，我在上帝面前仍

然是一個恩典的領受者。要敢於「認罪和懺悔」，才能在「恩典中

被堅固」。求主「打開我無知的眼睛，喚醒錯誤的自信，揭開驕傲

者的面紗，觸及沉重者的負擔」

外在的工作是因時制宜，都是牧職外顯的形式。要配合個人內在

的感動及外在客觀的需要及人的印證。過去的工作做得很好，卻不等

於它就是惟一的。過去成效不大的工作，不等於不重要及不需要給

力。更重要的，是牧者的素質。不追求「低級的勝利」，「不被絕望

擊垮」。「願愛引導我的心」、「願順服裝備我的靈魂」、「願痛苦

不要熄滅我的熱情」，要深深知道「你是牧人而不是主人」。這生命

的定位，才不至於爭功諉過、勝驕敗餒，這篤定才能榮神益人。

這是我對牧師職份深切的體會，同時也是抱負和我的禱告，求主

垂聽，誠心所願！

主禮人、牧師團、襄禮人、受職人及各堂同工合照

主禮人、牧師團、襄禮人、受職人及區董合照 胡麗蓉牧師、李景棠牧師、馬正雄牧師與區會主席、區牧、九龍堂同工及長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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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引自《和合本修訂版》，版權屬香港聖經公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交棒與接棒，都不是簡單的一件事。由上世紀60年代

到80年代及至千禧代，世界繽紛變幻，人類思想和價

值觀天翻地覆，兩代之間難以輕言信任，但我們仍信賴上帝，

必會帶領我們代代傳承。因、祂是變幻中的永恆！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 二零一八年度區會各部部長、委員會成員、機構代表名單
區會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八日（禮拜五）在九龍堂舉行二零一八年度區議會，會中補選出羅鎮文長老（元朗堂會副）為區會副主席，任期至

二零一九年區議會；按本會章程是次區議會毋須改選區牧及區主席，仍由葉亮星牧師擔任區牧及陳家強長老擔任區主席。又於六月十五日（禮拜

五）在中心堂舉行二零一八年度第一次區董會議，會中選出區董會職員、各部部長及各等職守。願主保守新一屆領袖帶領區會事工。

  （正） （副）  委任部員
 區　　　牧 葉亮星牧師  
 主　　　席 陳家強長老 羅鎮文長老 
 書　　　記 王倫瑞長老 杜崇義長老 
 司　　　庫 李兆麟長老  
 司　　　數 李偉權長老     

 譚偉德牧師 林耀榮牧師
 傳　道　部 麥家聲長老 李熾麒牧師 區安國長老 杜崇義長老
    當然委員：總幹事鄒小龍先生
    鄧少軒長老 陳啟元長老
    李兆明長老 袁添松長老
    王倫瑞長老 黃永敏長老
 教　育　部 李楚安執事 鄧志鵬長老 王啟蕃長老 麥慧文長老
    馬傑智長老 邱徽道弟兄
    陳梁慕清姊妹 麥劉羽碧執事
    區美蘭姊妹 區少群姊妹
     麥家聲長老 孫志成長老
     梁頴恩執事 梁秀萍執事
 社會服務部 黃偉長老 歐國忠執事 謝學章執事 王明爍先生
    黃顯光先生 譚文智先生
    陳炳燊先生
     馬正雄牧師 黃日貞宣教師
 人才培訓部 姚澤煌牧師 麥慧文長老 鮑家偉長老 黃永敏長老
     當然委員：總幹事鄒小龍先生
 青　年　部 羅曉虹執事 吳國偉執事 林治洪牧師

執委會內之兩名自理堂主任牧師
殷兆威牧師 廖小茵牧師

人事委員會
副主席羅鎮文長老（召集人）
成員： 主席陳家強長老 區牧葉亮星牧師 傳道部長麥家聲長老
 王倫瑞長老 馬傑智長老 廖小茵牧師

財務委員會
司庫李兆麟長老（召集人）
成員： 主席陳家強長老 副主席羅鎮文長老 司數李偉權長老
 麥基恩長老 梁業成長老 張聘君執事

教理及禮儀顧問委員會
區牧葉亮星牧師（召集人）
當然委員：退任區牧— 李華成牧師 徐炳堅牧師 龐建新牧師  
  李志剛牧師 鍾健楷牧師   
 主席陳家強長老 副主席羅鎮文長老 
委任委員：陳啟元長老 左豐宜長老 殷兆威牧師

信義宗神學院「成員教會代表年會」代表
主席陳家強長老 區牧葉亮星牧師
副主席羅鎮文長老或總幹事鄒小龍先生
（2019年區議會選舉後由4人協商當中3人代表）

香港信義宗聯會
當然代表： 區牧葉亮星牧師 主席陳家強長老 總幹事鄒小龍先生
其他代表： 姚澤煌牧師 李熾麒牧師 羅鎮文長老
 馬傑智長老 郭禮豪長老 廖志勇長老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委員會
代表：陳家強長老 替任代表：廖小茵牧師

差會（2017-2019年度）
主席：陳希陸牧師 副主席：廖志勇長老
當然委員： 區牧葉亮星牧師 區會主席陳家強長老 
  區會傳道部部長麥家聲長老
  各自理堂堂主任— 殷兆威牧師 葉亮星牧師（重覆）
  盧淑娟宣教師（署理）
  黃卓風牧師（署理） 姚澤煌牧師
  林耀榮牧師（署理） 廖小茵牧師
  譚偉德牧師（署理） 張耀輝牧師
  吳淑賢宣教師（署理） 
委任委員： 麥家聲長老 黃永敏長老 郭禮豪長老 梁業成長老
 鄧允明執事 陳綺玲姊妹 劉雅璧姊妹  

各堂會正
自理堂
香 港 堂： 李兆明長老 九 龍 堂： 李達德長老 灣 仔 堂： 麥慧文長老
大 埔 堂： 王倫瑞長老 紅 磡 堂： 李佑成長老 荃 灣 堂： 王培增長老
上 水 堂： 黃永敏長老 慈雲山堂： 鄧志鵬長老 元 朗 堂： 張耀輝牧師
彩 雲 堂： 杜崇義長老    

非自理堂
中 心 堂： 麥基恩長老 梨木樹堂： 陳家強長老 鴨脷洲堂： 徐偉雄長老
天水圍堂： 羅鎮文長老 禮 中 堂： 麥慧文長老

同工
消息

任

任

任

升

到

離

調

調

休
退

2018年6月1日 灣仔堂傳道 胡雅華傳道

2018年6月1日 梨木樹堂兼職幹事 鄭駿曜先生

2018年6月1日 天水圍堂傳道 梁淑芬傳道

2018年7月1日 荃灣堂幹事 余君正先生

2018年7月9日 區會辦事處幹事 陳葵琛姑娘

2018年8月13日 社會服務部會計主任 周保琪姑娘

2018年9月1日 鴨脷洲堂傳道 黃立基傳道

2018年9月1日 大埔金福堂傳道 陳振輝傳道

2018年9月1日 區會教育部教育幹事（部份時間） 鍾美儀姑娘

2018年9月1日 差會事工幹事 黃旭先生

2018年9月3日 大埔堂幹事（部份時間） 張朗聰先生

2018年10月1日 香港堂傳道 鄭則棟傳道

2018年10月2日 九龍堂傳道 黃華興傳道

2018年10月2日 九龍堂傳道 李志偉傳道

2018年10月2日 九龍堂教會事工助理 張德秀姑娘

2018年10月8日 區會教育部會計兼行政文員 胡怡虹姑娘

2018年5月1日 荃灣堂兼職會計幹事 梁振榮先生

2018年7月1日 粉嶺堂傳道 盧淑影傳道

2018年7月16日 差會幹事 葉子良先生

2018年8月11日 九龍堂行政主任 林克盛先生

2018年9月1日 九龍堂教會事工助理 許紹恒先生

2018年9月1日 九龍堂教會事工助理 黃雪美姑娘

2018年9月8日 大埔堂資訊科技幹事 黃家安先生

2018年10月1日 香港堂家兒部事工幹事 胡怡虹姑娘

2018年10月1日 梨木樹堂兼職幹事 鄭駿曜先生

2018年10月7日 灣仔堂傳道 胡雅華傳道

2018年9月1日 禮賢會詩田頤養院 歐陽詠思院長

2018年10月1日 禮賢會葵盛東護理安老院 李紹基院長

2018年9月1日 禮賢會樂齡中心主任 潘綺薇主任

2018年10月22日 社會服務部安老服務督導主任 吳啟榮先生

2018年7月1日 天水圍堂堂主任 盧燕卿宣教師

2018年9月1日 社會服務部會計主任 雷瑞娟姑娘

2018年10月1日 區會教育部教育幹事 于文華先生

2018年11月1日 社會服務部安老服務督導主任 潘偉儀姑娘

財政
報告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
二零一八年一月至八月份收支表

 2018年 2018年1至8月 2018累計
 預算收支 累計收支 佔預算之%
收入項目： $ $ 
堂會/會友奉獻 300,000.00  246,140.00  82.05 
協區款  6,650,000.00  3,740,244.64  56.24 
佈道基址會友奉獻及投盆捐 260,000.00  102,520.50  39.43 
區會胡楊基金撥款予佈道基址 300,000.00  300,000.00  100.00 
物業收益（已扣除管理費） 277,348.00  163,231.00  58.85 
堂會撥回25%退休同工生活津貼 196,000.00  126,723.25  64.65 
各部收入 26,000.00  73,813.00  283.90 
總辦協調事工收入 72,000.00  23,218.30  32.25 
投資收入 34,000.00  0.00  0.00 
利息收入 1,000.00  126.89  12.69 
其他收入 6,000.00  4,750.05  79.17 
聯合差會（UEM）資助 130,000.00  0.00  0.00
區會中央行政費 - 幼兒教育 *  0.00 100,695.00 N/A
170周年會慶收入 137,000.00  96,444.20  70.40

總收入： 8,389,348.00  4,977,906.83  59.34

支出項目：   
區會承擔屬下各單位之傳道經費 1,485,200.00  785,044.54  52.86 
退休牧師、傳道、同工之生活津貼 906,000.00  603,376.00 66.60 
區會人事支出 2,726,000.00  1,688,522.75  61.94 
區會行政支出 488,348.00  299,331.15  61.29 
教會合作支出 60,000.00  33,355.34  55.59 
會費（聯合組織） 123,300.00  23,050.86  18.69 
奉獻信義宗神學院 420,000.00 420,000.00  100.00 
奉獻LWF湄公河事工（3仟美元） 23,400.00  23,400.00  100.00 
奉獻道風山基督教叢林事工 30,000.00  30,000.00  100.00 
其他奉獻支出 10,000.00  500.00  5.00
各部支出 506,000.00  195,624.55  38.66
教會基金利息分配 100.00 0.00 0.00
資助外傭事工20%同工薪津 67,000.00  675.45  1.01 
辦事處物業、車位及傢俬設備等折舊支出 124,000.00  0.00  0.00 
投資手續費 5,000.00  2,497.02  49.94 
總辦協調事工支出 500,600.00  162,490.40  32.46 
170周年會慶支出 30,000.00  10,184.70  33.95 
非經常性項目 : 大廈消防設備需分攤之費用 70,000.00  0.00  0.00 
非經常性項目 : 大廈更換升降機需分攤之費用 70,000.00  0.00  0.00

總支出： 7,644,948.00  4,278,052.76  55.96 

營運經費盈餘/（不敷）  744,400.00  699,854.07  94.02
*註： 隨著區會總辦事處幼兒教育增加同工，自2016年9月起，教育部幼兒教育以「區會中央行政費」形式，支付總辦

事處的行政開支。2018年9月起增設欽州街辦事處，讓幼兒教育同工能有足夠辦公室空間，以應付人手增加之
需要。八間幼兒教育單位，2017-18學年向區會支付合共港幣四十萬圓正。其中27.1%為總辦事處辦公室行政開
支，32.4%撥回教育部相關之儲備，餘額40.5%預留作欽州街物業維修備用金，支付日後有關維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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