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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音  信  義  會  2  0  1  3  年  度  會  員  大  會  議  程 

日期：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六日 (主日)                  主 席：李文旭牧師 

時間：下午 ( 12:40 –2:00 )                              書 記：陳安樂董事 

1禱告：---------------------------------------------------------------------------------簡佩怡 委員 

2.唱詩：----------------------------- 除您以外-----------------------------會      眾 

大地頌讚歡唱, 讚美您名字, 耶穌尊貴高超過一切; 萬族萬國高唱, 讚美您名字, 從永

遠到永遠, 您超過諸天; (副歌) :除您以外, 找不到尊貴像您, 除您以外, 找不到 更美名

字, 除您以外, 並沒有, 沒有別名, 可以配受權柄, 讚美以及崇敬, 聖潔國度榮耀全屬您 

3.讀經：-----------------------------( 弗 3: 2 )---------------------------------------陳佩珊 董事 

『上帝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4.短講 : ---------------------------心裏的大力------------------------------------扶銘功 牧師 

5.通過議程 :------------------------------------------------------------------------------會      眾 

6.1 2013年度本會:互愛堂、互愛補習中心、暖流行動中心工作簡報--李文旭 牧師 

6.2 2013年度本會互愛堂、暖流行動中心、互愛補習中心財政簡報--廖志明 委員 

6.3 2012 年度基督教福音信義會有限公司蘇國強會計師核數報告--廖志明委員 

7.選 舉: 信任投票 2014-2015 年度候選人: 廖志明委員(首任董事/現任財政 ) 

         陳佩珊董事( 連任 )  及  譚英茂董事( 連任 ) 

8. 分享:  -----------------------籌建新堂暨護理安老院…………………李文旭 牧師 

9. 討論事項：---------------------------------------------------------------------------會       眾 

9.1 有關互愛堂 2014年度行事曆如何決定案 

9.2 有關互愛堂 2014年度財政收支預算如何決定案 

9.3本會 2 013年度續交蘇國榮會計師核數如何決定案 

10.臨時動議----------------------------------------------------------------------------會       眾 

11.宣讀會議決議案----------------------------------------------------------------- 陳安樂 委員 



使命宣言 MISSION STATEMENT 
『在五十年不變的香港, 把握自由機遇: 廣傳福音、建立教會、服務社會各種有
需要的人, 提供長者、青少年、兒童、學生、家庭等綜合服務』 
 

簡    史 Brief History 
本會於 1998年 6月由李文旭牧師開始以『互愛研習中心』補習服務接觸學生及
家長, 同年 9月 9日向政府註冊為非牟利慈善團體, 同年 11月 1日獲稅務局豁免
稅收, 10月 18日開辦第一間自立自養自傳的堂會『互愛堂』, 由信義宗神學院榮
譽院長蕭克諧博士暨五位信義宗教牧同工主持祝聖禮, 2004年 3月成為元朗區基
督教聯會會員, 2005年成立『互愛堂暖流行動中心』, 2007年成為香港社會服務
聯會會員, 2006年獲政府原則性批地在元朗市 525地段興建一棟七層約 50000呎
『新堂暨護理安老院綜合服務大樓』, 2011年 10月 14日獲批三年籌款興建服務
大樓。2014年1月獲社署邀請合作興建上述護理安老院, 計劃 2016年投入服務。 
 
 

教會董事會/聖工發展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組織 

 
2013年度各部事奉人員 
 
教牧/同工：  創會會牧：李文旭牧師   

助理牧師 : 扶銘功牧師    
自由傳道 : 潘譚英茂教士 
          蔡玉瑞姑娘 
福音幹事：李月珠師母  
 
會計助理：吳淑嫻姊妹  
清    潔：潘春芳女士         

 
福音信義會董事會： 主席：李文旭牧師(98年開荒至今，當然主席兼會牧) 

秘書：黃娟英董事( 2010-2013) 
財務：扶銘功牧師( 當然董事, 朗邊堂主任) 
司庫 : 陳佩珊董事( 2012-2013) 
董事 : 譚英茂董事( 2012-2013 ) 

                         陳安樂董事( 2013 -2014) 
 



互愛堂聖工發展委員會    
主      席  : 李文旭牧師 
秘      書 ： 陳安樂委員 
團  契  部  : 李月珠委員  
財      政 ： 廖志明委員 
司      庫 ： 陳佩珊委員 
社關服務部 ： 李文旭牧師   
教會  網絡 ： 簡佩怡委員 
總  務  部  :  魏淑賢委員 
文      書  : 林佩怡委員 

 

互愛補習中心(元朗)學校發展委員會      
主     席：李文旭 校監/校長 
委     員：廖志明 校董 

扶銘功 校董 
主     任 : 吳淑嫻姊妹/郭嘉欣姊妹 
老     師 : 林佩怡 周美珍 吳淑嫻 郭嘉欣 劉明慧 葉振坤 李靜恩 李文旭 
                                      
                                                                                                                                             
建堂/護理安老院籌委會 :  
主席:李文旭牧師(本會創會會牧/董事會主席/M.DIV , 元朗區基督教聯會副主席)  
副主席：扶銘功教師( 本會朗邊堂堂主任/董事/MRE ) 
籌款策劃 : 連瑞華設計師 ( 磐石室內設計公司 ) 
財政：廖志明弟兄( 本會聖工發展委員/律師樓總管/元朗地產商會主席 ) 
財務顧問：嚴俊民會計師( 香港社會企管策劃有限公司創辦人 ) 
義務財產管理公司：劉歐陽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活動策劃 ：林張玉嬌姊妹 ( 元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名譽會長 ) 
           劉麗清姊妹 ( 新鴻基地產集團副總經理( 租務 ) 
           梁兆偉弟兄 ( 註冊社工 ) 
           周美珍姊妹 ( 社會福利署退休職員 ) 
義務法律顧問：陳冠遠律師 ( 劉林陳律師行合夥人 ) 
義務建築顧問 :  侯漢輝先生(政府退休高級工程經理,前元朗各學校工程監督) 

劉令怡女士 ( 香港測量師學會會員 ) 
               梁家華先生 ( 財務顧問 ) 
               李忠傑先生 ( 香港測量師學會會員 ) 

黎家耀先生 ( 香港測量師學會會員 ) 
杜曉明女士 ( THE ARCHITECTS’ MISISON Director, HKIA  RIBA ) 
林國春先生 ( 城市規劃師, DeSPACE( INTERNATIONAL)Limited ) 



義務護理顧問 :  麥秀鸞姊妹 ( 註冊護士 ) 
               翁麗女士 ( 安老院執行總監 ) 
               錢黃碧君教授 ( 理工大學活齡學院總監 ) 
 
會計師 : 蘇國榮會計師事務所 
 
本堂建堂暨護理安老院義務顧問團名單: 
 
梁智鴻醫生金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前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及前行政會議議員 
容永祺先生銀紫荊星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政協委員 AIA區域總監, 前傑出青年協會主席 

狄志遠博士銀紫荊星章 JP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總幹事 前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總監 
李炳光牧師博士 銀紫荊星章 前基督教協會主席 前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 
錢黃碧君教授 MSW  MPH ( HAWAII) CSW香港理工大學活齡學院總監 醫療及社會科學院教授 
邊陳之娟博士銅紫荊星章 前女童軍總會總監 方方樂趣教育機構主席 港健醫療集團顧問  

陳流芳太平紳士 鄉議局執行委員 荃灣區長者福利會會長 前荃灣區議會主席  
陳歐陽桂芬女士 以勒基金總幹事 學園傳道會董事 
林德皓博士 前香港信義會副監督 前信義宗神學院院長 
湛家雄區議員太平紳士 元朗區議會文康、社會服務及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 
許朝英社長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董事  宣道書局社長 香港出版總會理事 
胡平凡長老 敬拜會長老 新福事工協會董事會主席  
Rev. Brett Hilliard  Island 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 Senior Lead Pastor 
嚴俊民會計師 香港社會企業策劃有限公司主席  英國會計師工會義務秘書 

蘇國榮執業會計師 香港會計師工會資深會員 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工會資深會員 

陳世強律師 商人團契香港區總監 敬拜會長老 

李天立醫生 前美屬 Samoa政府衛生局副局長(醫療部) 

高楊揚醫生 香港有毒金屬醫學會主席 高楊揚醫生事務所 

曹敏敬博士 香港輔導及調解服務總監 
李國權牧師 香港基督教協基會名譽總監 前任元朗區基督教聯會主席 
陳漢忠牧師 元朗區基督教聯會主席 基督教耆福會董事  
鄭明祐老師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監事 

鍾婉怡律師 天智合規顧問有限公司董事 新界西院牧事工顧問 
王錦麟醫生 元朗王錦麟醫生事務所 
麥漢楷先生 香港長者協會主席 

 
互愛堂暖流行動中心： (主席)李文旭 牧師  
                     主任: 李月珠 師母 
                     幹事: 周美珍 姊妹 
 
天秀墟互愛站義工   : 趙美金姊妹 
 



朗邊堂聖工發展委員會 
顧  問: 李文旭 牧師  
主  席: 扶銘功 主任牧師 
探  訪: 李敬聰 姊妹 孫玉琴 師母 
 
 
主席報告         創辦會牧/董事會主席：李文旭牧師            16-02-2014 

前    言 

二零一三年是本會建立的第十五個年頭，是值得感恩和慶祝的一年。與往年一樣，

我們在長者服務、愛心券籌募建堂暨護理安老院經費、教育服務、天秀墟互愛站

服務及有益街坊的闔府旅遊迪士尼均有突破進展。 

互愛堂暖流行動中心及天秀墟互愛站服務 

本港不單人口老化, 貧富懸殊嚴重, 政府不得不劃定貧窮線; 香港天水圍是出名

的新移民貧窮戶最多地區, 本會應東華三院的邀請, 申請參加服務天水圍天秀墟

貧苦大眾, 於 2013年 2月 1日開始在天秀墟 180個舖內售賣米糧及中藥材, 也廉

價送贈香米 800 多份給居民。我們特別多謝幫忙的義工, 雖然經營困難有虧損, 

我們也沒有虧待看舖的員工; 天秀墟已出名經營困難, 很多退出或被婉拒, 2013

年本會仍獲東華三院邀請續約, 可繼續服務社群, 並把福音散播給貧窮的人。 

  



   

 

(本會李文旭牧師開幕當天親自遞交函件給政務司司長,請她象徵式補地價建堂 ) 



   

雖然本會互愛堂曾於 2012年 2月( 假元朗領都酒樓筵開 14圍, 主禮嘉賓元朗區

議會主梁志祥主席/今立法會議員 ), 7月( 假元朗明星酒樓 24圍, 主禮見證嘉賓

張瑪莉小姐 ), 10月( 假元朗富臨皇宮酒樓 16圍, 主禮見證嘉賓蕭智剛先生 )及

11 月參加元朗聯會敬老宴 54 圍( 主禮嘉賓民政署聯絡主任蕭夢霏小姐)，但因                    

基金經費短缺, 本會互愛堂也停止了熱飯暖流服務。  

2013 年因主要贊助了三年長者膳食服務的基金會受經濟不景影響, 無奈於 2012

年 10月開始暫停每月請義工上門派送共 40午晚餐給 65歲或以上長者服務, 直至

經濟許可才繼續。盼望本會申請於元朗市 525地段的新教堂暨護理安老院可二年

內獲政府注資 100 億入獎券基金, 我們因此受惠, 預算將來我們有自己的社企福

音餐廳, 可以延續熱飯暖流服務, 更可每晚舉辦見證傳揚的福音晚會。 

籌建新堂暨護理安老院 

本會九年多前(2004 年 3 月 4 日)向政府申請在元朗市 525 地段馬田路興建一座
七層共 4200m2新堂及護理安老院, 終於 2011年 10月 14日地政署聯同 16個有
關部門一致通過上述批地及加增至 4400m2，由 2006 年獲地政署把以前的 in 
principal grant(原則性批地 Internal Notes), 神蹟地發出批地三年籌款建堂暨院舍
的條款草擬 DRAFT GRANT PLAN AND SPECIAL CONDITION，這是九七後政府罕有
的批地個案神蹟。    

    
因美國金融風暴爆發起全球的量化寬鬆問題, 地價及建築經費飛脹, 本會建堂費
也由2006年的數千萬大增五倍至今天的2.3億港元; 感謝主, 主也叫政府作新事, 
與歷任政府不同, 大幅注資 100億入本有 100億的獎券基金, 讓有地的 NGO可申

請特別計劃( SPECIAL SCHEME), 本會於 2013年 11月 13日已入信申請, 使護理

院一切建築、裝修及設備, 均可九成或全數由政府負責, 教堂則全數自己負責

$4600萬, 這與我們原有的自負盈虧的私院( Private Treaty Grant )批地不同, 真是

舒緩我們很大的財政壓力, 『耶和華以勒』, 祂必有預備。 

 



感謝主, 除多年前新鴻基地產集團郭先生奉獻建材費$1000 萬及鄭壽田夫人命名

費$100萬, 本年再增加李妙賢女士$100萬命名費及莊弟兄$700萬奉獻。 感謝主, 

本年 6-7月暑假期間, 社會福利署破天荒首度發牌本會無優惠券的『愛心券籌款』

共籌$601391 建堂暨護理安老院,至今共籌款接近$2000 萬,尚餘 1600 萬裝修費及

$1000護理院營運費。 

 

              2013年 6月 2日至 7月 27日全港售賣愛心券親子義工 

 

        2013年 6月一日假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舉行愛心券起動禮 

愛心券的代言人是基督徒藝人王祖藍先生, 並有九位愛心券大使: 元朗區議會主

席及新界西立法會議員: 梁志祥議員、元朗區基督教聯會主席: 陳漢忠牧師、以

勒基金: 陳歐楊桂芬總幹事、宣道書局: 許朝英社長、前女童西區軍總監: 邊陳

之娟太平紳士、前基督教協進會會長: 李炳光牧師、敬拜會: 胡平凡長老、新界

西院牧事工: 陳蔡巧華主席等。 

 

 



本會第一次舉辦無優惠券 coupons 愛心券獲律政署核准, 獲社署發牌, 獲港鐵免

費贊助全港九新界地鐵、西鐵及東鐵廣告位, 獲地政署通力合作在港九新界十八

區張掛; 也獲全港市民及教會弟兄姊妹支持, 籌募建堂費約$601391, 謹此致謝, 

不勝銘感, 求主賜福。 

 

 

                 愛心券大使義賣愛心券面及底的呼籲 

 
                   長者愛心券義工到屯門大會堂售賣愛心券 



 
本會現已與 DeSPACE( International)Limited 簽約代表入信申請勞福局的特別計劃

(SPECIAL SCHEME), 2014年 1月 20日獲社署副署長林嘉泰先生等六位高官開會, 

商討建院事宜, 若政府支持, 便可向地政署經費證明, 於 2014年內舉行動土禮。 



 

愛心券長者隊在屯門         杜曉明則師團隊參觀新堂址 525地段     

                     新堂構思圖, 預算有更改工空間 

本會互愛堂同工及弟兄姊妹由 2013年 8月 1日起至 2014年 2月 8日逢星期二至
星期六上午 6: 15開始築壇禱告會, 神蹟展現, 上主開路, 得以籌備經費, 聘請專
業人才, 聯同超過 30 間教會領袖及弟兄姊妹一起作耶和華的新事, 興建社區教
會及包食宿終老護理安老院。願弟兄姊妹在聖靈裏同心完成神的新事, 高舉主十
架, 榮耀主名。 
2014年 1月 22日於逸東酒店舉行顧問集思分享餐會, 現時參加本會的顧問有 26
位社會及教會領袖, 當晚在百忙中蒞臨的有以勒基金陳歐楊桂芬總幹事、中華人
民共和國全國政協容永祺銀紫荊星章、鄉村福音使命團創辦會長陳流芳太平紳士、

理工大學活齡學院總監錢黃碧君教授、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董事許朝英社長、 
 
 



奉獻力量梁思明律師、蘇國榮執業會計師、香港社會企業策劃有限公司主席 
嚴俊民會計師、善長李妙賢女士、梁兆偉註冊社工、 
新鴻基地產集團副總經理(租務)劉麗清女士、元朗區基督教聯會主席陳漢忠牧師、
室內設計師連瑞華先生及各董事聖工委員等 36位蒞臨支持, 不勝感激。 
  

 
            2014年 1月 22日於逸東酒店舉行顧問集思分享餐會 

 
未來教堂二層(包括學生中心、家庭綜合服務中心、餐廳及書室)暨護理安老院(五層)草擬圖 



未來新堂建築空地停車場( YUEN LONG TOWN LOT 525 ) , 旁為未來元朗圖書館 

教育服務 

互愛補習中心(元朗)已成立 15年, 在搬往御庭居商場新堂址-------經城規會批
准可作教堂及補習中心三年，已交行政費 30500, 2013年 9月又經地政署自動
續(WAIVER三年)，教育局發出正式學校註冊牌照,可以全力發展學生補習及興
趣班服務, 服務在元朗及馬田區一帶學生和家長。 
 
 

 



 
2013年學生及家長暑期活動參觀科學館 

                      

 
互愛堂兒童合唱團活動 

弱勢長者社群服務 
本會互愛堂、朗邊堂及信望愛堂過去的日子, 都重視弱勢社群的服務, 超過
27次大小形的派贈米油寒衣,  13次與紅十字會合作開放教堂捐血救人, 籌
募救人熱血約 650包; 互愛堂暖流行動中心更超過三年派飯服務, 義工隊免
費每月 40個午晚餐上門派贈熱飯盒給元朗朗屏邨、水邊圍邨、朗邊邨 100
位65歲或以上長者, 超過約144000個飯盒, 減輕他們的經濟及獨居生活壓力。
並且每季替長者舉間辦免費生日餐會, 送贈油麻地生日禮物, 甚至在酒樓 



舉辦敬老生日餐會, 免費參加。 
 
 

 
                  元朗居民每天開心地接受暖流熱飯 
 

 

       2013年初本會支持及參與元朗區基督教聯會在元朗花市義賣平貨 
                 



 
暖流行動中心 2012年一年四次為長者舉行生日餐會 

 
2013 年年初, 本會獲東華三院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邀請入標服務天秀墟,
售賣乾貨及作其他有需要服務, 在 3800份申請中, 只有 180個舖位, 本會聯同元
朗區基督教聯會均入選, 由 2013年 2月 1日起在天秀墟服務最窮困的居民, 並把
福音及祝福傳送各家各戶居民。 

社區家庭闔府旅行服務 

本會自 2007年開始加入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成為會員, 互愛堂不時獲廼士尼及海
洋公園提供優惠票, 幫助弱勢勢社群及本會會員, 不時舉辦價廉物美優惠旅遊, 
服務居民闔府及地區不同堂會, 有些居民甚至等待一年後再參加, 闔府同歡。 
 
2012年 12月 1日本會邀請在元朗的堂會及服務單位, 讓各家庭往廼士尼一天快
樂遊, 當天是過去二週寒冷溼雨天氣以來最好的一天, 當 574人影集體紀念照時, 
久違了的太陽便開始溫暖照耀我們, 這樣的神蹟我們經歷了, 我們感謝上主賜我
們溫暖的太陽, 更賜我們在基督的大家庭成長。 

 



   這是我們 2013年歷來最多共 930人的旅行大合照(上/下),  2012年 623人 

 

                       中國短宣差傳事工 
自 2012年, 本會互愛堂往中國短宣的突破, 乃接續 2011年李文旭牧師被邀往惠
州協助當地三自教會矮陂堂, 與德國教會宣教部巴陵會( Berliner Missionswerk )
合作取回 400000呎宣教站用地; 德國教會主教及宣教部巴陵會會長一行 8人於
2013年 7月中旬計劃探訪惠州, 並與廣東省省兩會副主席兼總幹事樊宏恩牧師
會面,商討未來在廣東省的教會合作計劃。惜未遂取得簽證, 留港參觀。巴陵會在
中國曾有過百個宣教站, 若能成事, 對中國教會的發展是莫大的貢獻和祝福。預
算 2014年 8月初他們再度往訪青島、上海及廣州, 並與廣東省省兩會副主席兼
總幹事樊宏恩牧師會面。 
 
本會互愛堂計劃幫助中國惠州矮陂堂建立社區服務教會, 除計劃建立教堂外, 也
建立護理安老院、孤兒院、福音農莊、福音營舍、基督教墓園, 可提供就業, 照
顧孤兒老弱、傳揚福音、在中國作鹽作光見證主, 請繼續代禱不日能取回土地。 

 



           惠州矮陂堂弟兄姊妹歡迎李牧師師母蒞臨探訪支持 

李牧師身後是德國教會教產留給惠州矮陂堂的 40萬呎土地 
 

 

     李牧師前面的是德國柏林國家教會主教, 右三位是惠州堂黃育華牧師 
 



 
本會會牧李文旭牧師 7月在香港接待遠道來港的德國柏林區主教及宣教部部長 
商討如何重開往中國宣教及服務的機遇, 並幫助惠州矮陂堂取回 40萬呎教堂地 
 
支持惠州堂教會建新堂, 差傳基金奉獻五萬元 
 
本年董事會通過成立差傳基金, 奉獻五萬元支持惠州堂教會籌建新堂。 
新堂樓高八層, 每層約 10000呎, 歡迎海內外團體租用並開辦綜合社區服務。 

 

會牧李文旭牧師獲惠州堂聘請作建堂顧問, 並協助他們開辦社會服務傳播福音 



 
   李牧師引領邊陳之娟太平紳士參觀新堂, 並考慮探討建國際幼稚園可行性 

堂會簡報 
1. 互愛堂 
1.1  主日崇拜 
教會主題是：『傳道 培訓 建堂 立家』，今年受洗及過會 5人，會友增至 170
位 (是開荒時的 24倍)，崇拜/聖餐人數也有 54人。職青家、甜蜜之家及長
者家穩定，大專學生家增長不大。我們要加強栽培工作，訓練穩定成熟領袖

作家聚，已分六個小組家聚, 關顧弟兄姊妹及新朋友, 需時間栽培，明年繼
續加強分區/家聚，佈道、栽培、探訪等。新堂地方不敷應用，辦公室及主
日學地方不敷應用，要租用華翠豪園作主日學及兒童崇拜。 

 
        15週年感恩崇拜後與前基督教協進會會長李炳光牧師合照留念 



 
           小萍及灼瑤成人受洗蒙恩歸主與教牧同工及董事合照 
 
感謝主地政署已於 2013年 9月初自動續約發出waiver三年 , 互愛補習中心
( 元朗)可安心繼續發展; 惜二個佈道分堂(信望愛堂及朗邊堂缺乏人力發展)，
明年增加組長領袖培訓，方便傳道牧養。2014 年度主題是：『愛神愛人, 建
堂立家』。願大家有愛神的心, 才能愛人傳播福音, 可以『愛神愛人』, 今年
很可能獲社署及地政署支持經營證明(financial proof),得動土『建堂立家』。 

 
                      黃津小妹妹自己要求洗禮後合照 
感謝主, 我們在天水圍天秀墟開辦互愛站暖流服務接近一半租戶不獲續約, 
本會獲東華三院賽馬會綜合中心邀請, 再續服務社群, 謹此多謝趙美金婆婆
不計較, 經常支持作義工, 服務坊眾, 為主差遣工人, 為主收莊稼, 盼望有
機會開闢天水圍天逸邨信望愛堂，求主旨意成就。 



 
 黃志明弟兄及劉銀好姊妹在屯門寧養病房內洗禮的決心 

 
會牧李文旭牧師師母到韓國參加牧者課程並為教會在禱告山呼求主的賜福    

 
教會上午 6: 15開始的築壇禱告勇士 

 
 



1.2  團契生活 
1.2.1兒童天地 
     本堂現成立兒童天地及中心兒童合唱團, 吸納補習中心的小學生參加, 由 

李牧師及吳淑嫻導師聯合負責, 求主加力, 讓更多中心學生及家長蒙恩。 

 
      2013年聖誕節平安夜向學生家長報佳音及慶祝聖誕 

 



 
             可愛的兒童為教會在大熱天時作親子義賣愛心券 

  

 
                      兒童及家長參觀太空館 

 



1.2.2 青少年家 
     團契時間不足，後期方便其他中學生參加，恢復了青少年團契，本年出席 

不多，海外留學的回港相聚, 日後要增加活動元素，他們是教會的未來, 要
加強青年導師, 小組訓練, 透過小組傳福音。後期增加功輔班, 中學生增加
傳福音，填補斷層, 這是正確方向, 我們加強青少年事工, 為棟樑打樁, 增
加新血, 教會才有希望。 

 

 

 

 



 
1.2.3   甜蜜之家 
       甜蜜之家, 逢週四上午家聚, 有 10多人參加。節目有跳讚美操、敬拜、

查經、專題、見證、分組代禱、茶聚等。他們為較活躍的家聚, 發展潛
力大，盼望將來可增長更好。 

 
 
 
 



1.2.4  職青家 
逢星期五晚上家聚，他們在教會較久, 歸屬感較強, 兼顧聖工委員。計劃 2014
年改為親子活動團契, 邀請學生及家長一起團契活動。  

 
職青家支持本會天秀墟互愛站派米活動 

1.2.5 長者家 
本堂長者不多, 但他們對教會的歸屬感很大, 穩定地參加教會禱告會、長者家聚 
、主日學、主日崇拜等活動, 均務必參加, 且逢到必早, 也為神家奉獻, 雖是二個 
小錢, 卻是最大的祝福和榜樣。她們是我們教會忠心的管家, 如九妹姐每朝上午
五時便從上水回來參加 6: 15的築壇禱告會, 真是『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  

 
                              長者家聚活動照 



 
1.3    教育事工 
1.3.1   主日學 

本年度主日學有兒童級、職青級、長者級。主日學老師有：李師母、扶

銘功牧師、魏淑賢姊妹、Malindy 等; 盼新一年各會友都能參加主日學。
新堂地方不敷應用，辦公室細小，沒有主日學地方，我們租用華翠豪園

會所上課。願大家以飢渴慕義的心渴慕真道及裝備作主精兵。 
1.3.2   學道班      

學道班在主日上午舉行，歸主受洗者要申請參加會籍班，讓準備洗禮加

入教會者了解教會之組織及需要，也會背頌聖經、使徒信經、主禱文、

聚餐、學習什一奉獻，增加信心，履行會友的應有權利與義務，使更有

歸屬感，以教會為神的家，不致隨流失去。  

1.4     福音事工 
2013 年在沒有酒樓舉行的敬愛父母生日福音聚會, 讓教會弟兄姊妹竭息。
我們 12月 8 日也舉辦福音旅遊廼士尼, 合共向 15 部旅遊巴上 900人傳
福音, 送上中信等福音見證; 這是我們對長者、家長及社區的公開見證活
動。希望明年福音可以透過會友的家庭小組、生命見證，多撒種，多領

人返教會，逢第二主日的福音主日餐會、小組、團契及學道班，求主賜

下智慧、膽量和信心，多關心親友的得救。 
 
本年集中聖誕節平安夜向中心的學生及家長佈佳音, 約 90 人參加, 大家
都勇踴躍作見證, 數算主恩, 會後並有茶點分享, 很開心地為主作見證, 
榮神益人。2014年增強我們透過小組家聚領人歸主的心志和愛心，特別
加強青少年學生歸主工作，職青家將改為親子家聚團契, 盼吸引更多 



家庭歸主, 計劃2014年向歷年補習中心的學生/家長邀請他們回來團契，
也加強向馬田區屋苑中產家庭傳福音/派單張。 
 

 
 

 

2013年 12月 8日及 28日共 930人闔家歡旅遊迪士尼, 願他們將來參加新堂聚會 
 

 



 
2013年平安夜向補習中心學生及家長作見證傳福音 

                                       

1.5    2014年教會方向及展望  

*全年主題 ：『愛神愛人, 建堂立家』。加強 1. 愛神 2. 愛人 3. 建堂 4. 立
家等 4個目標。 

1. 愛神---反思主恩有多厚, 要學習盡心, 盡性, 盡意, 盡力, 愛上帝。 
2. 愛人---因為愛神, 我們也要盡心, 盡性, 盡意, 盡力, 愛人如己。提升
個人愛心、忠心事奉、力行個人佈道、領人歸主返神的教會。 

3. 建堂---今年內要向地政署經費證明、補地價、動土禮, 預算兩年內於
2016年建成新教堂。 

4. 立家---今年分 6個家庭小組, 互相關顧, 彼此守望相助。  
建立教會增長家庭：分區( 兒童區、少年區、青年區、成人區、長者
區共六區，每區有不同的家，每家約 12 人，可以自由組合，並在增
長下分裂增長，從而讓教會增長。每週按崇拜講章思考題分享及代彼

此代禱。 
*均衡發展教會：在敬拜、團契、栽培、社關及宣教五方面均衡發展教會。
*崇拜聚會：平均人數目標仍是 100人。 
*加強小組長及領袖訓練栽培( 閱讀【希望牧會 45 年】及第四主日下午
舉行領袖組長訓練班)。 

*週三長者團契：增加週三下午探訪，增加團契活動，目標是服務長者, 領
人歸主。 

*更改時間: 主日學(上午 9時), 敬拜隊詩班( 10-10:45), 教會敬拜禱告會
(10: 45-11: 00增加合一禱告力量), 主日崇拜: (11: 00-12: 30)。 



*週日下午青少年團契：加強佈道培訓，邀請以往補習中心的學生回流，
培育他們為教會接班人。 

*參與元朗區基督聯會的佈道事工( 新春培靈佈道會、福音茶座二次 ) 
*在天秀墟互愛站售米糧，服務居民， 傳主福音。 
*暫停朗邊堂, 直到朗邊邨數年內興建好才發展, 集中發展天水圍天逸邨
信望愛分堂。 

       *更新教會網頁、網址、電話系統等。 

展望明天 
【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麼，我必在曠野開道

路，在沙漠開江河…….. 因我使曠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賜給我的百性我的
選民喝。】(賽 43：19-21) 
2013年是我們豐盛的一年, 建堂絕對是我們從神所領受的一件新事，是讓教
會有根有基，在馬田區建立社區教會，作鹽作光服務社群。雖然全球量化寬

鬆使建築費飈升至 $2.3億, 對我們來說這是天文數字，但天地萬有都是神的, 
『耶和華以勒』, 萬軍的耶和華必有預備, 讓我們同心禱告, 等候神蹟再現。 
 
教會要發展，門徒的質數增長更為重要， 讓我們學習作領袖/導師，多作探
訪、開辦分區分家的小組增長繼計劃，齊心佈道，參加主日學裝備自己靈命，

培養靈修好習慣，發揮恩賜，建立基督的健康身體。 
                             

2014年，我們更新目標『愛神愛人 建堂立家』，先學習愛神, 才能愛人, 透
過個人佈道，分組家聚關懷，彼此關心，信心增長，領人歸主。預算更新團

契母形式, 週日下午增加親子乒乓球活動團契, 帶領中心學生及家長加入教
會, 高舉十架，榮耀主名。 

 
以色列人要進入迦南美地，必先經過法老王的難關、紅海、酷熱的曠野、約

旦河、高大的敵人等，全力支持領袖約書亞的領導。互愛堂同仁要進入元朗

劇院後的新堂地，我們要團結合一，付上信心禱告，我們有一切美好的計劃，

但我們更要屈膝築壇禱告，建堂奉獻，十一奉獻，守主道，過聖潔生活。我

們要拯救靈魂，學習小組佈道。在主耶穌的賜福下，我們成了九七後僅有政

府批地建獨立座堂暨護理安老院教會，我們要戰兢，因耶和華在我們當中作

新事。 

 

 



2012年度核數報告 

2012 度度核數報告繼 2011 年度陳日會計師請辭後，由蘇國榮會計師事接任, 並

完成 2013 年愛心券核數報告。平日的會計工作則由吳淑嫻姊妹全心全意整理及

會計, 並由陳佩珊(司庫董事)及廖志明聖工委員( 財政 )監察，她們的隊工配合良

好，特別是吳淑嫻姊妹的全身投入及整理，讓財務一目了然，本會謹此致謝她為

主的辛勞擺上。 

因 2012 年教會租金及管理費增加，量化寬鬆嚴峻，通貨膨脹，而元朗劇院的籌

款時間準備不足，奉獻收入不多，只有$1152765, 尚有$160789 赤字，求主保守

2013 年有更大增長, 主作新事, 要政府注資建堂暨護理安老院, 讓我們先裝備自

己, 如鷹展翅上騰 , 高舉十架，榮耀主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