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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音  信  義  會  2  0  1  4  年  度  會  員  大  會  議  程 

日期：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主日)主 席：李文旭牧師 

時間：下午 ( 12:40 –2:15 )書 記：陳安樂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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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唱詩：------------------------------------- 如鷹展翅-----------------------------------------------------會眾 

神已聽見我的呼求, 祂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重擔脫去一切纏累, 恢復神造我的榮美形象, 永在的神, 創

造萬物的主, 祂的智慧無法測度, 疲乏的祂賜能力, 軟弱的祂加力量, 等候耶和華必從新得力; 如鷹展翅

上騰, 翱翔在神的國度里, 飛越所有艱難和風暴, 單單注視你榮耀寶座, 如鷹展翅上騰, 翱翔在神的國度

里, 領受聖靈恩膏和大能, 活出美好自由的風采。 

3.讀經：-----------------------------( 林前 1: 26-31 )-----------------------------------------------------陳佩珊 董事 

『弟兄們哪, 可見你們蒙召的, …………………..如經上會所記, 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 

4.短講 : ------------------------------上帝所揀選的--------------------------------------------------------扶銘功牧師 

5.通過議程 :----------------------------------------------------------------------------------------------------會眾 

6.1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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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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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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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6年度候選人: 陳安樂(連任) 

8. 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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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行事曆如何決定案 

9.2 有關互愛堂 2015年度財政收支預算如何決定案 

9.3本會 2 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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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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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安樂董事( 2013 -2014) 
財務：扶銘功牧師( 當然董事, 朗邊堂主任) 
司庫 : 陳佩珊董事( 2014-2015) 
財政 : 廖志明董事( 2014-2015) 
董事 : 譚英茂董事( 2014-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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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 /  核數  : 蘇國榮會計師事務所 
職       工  ：潘春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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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       周美珍吳淑嫻 郭嘉欣 莫素素 李聖兒 李文旭 吳遜之 陳翠榕 張妍煒 郭煒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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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書:        周美珍姊妹 ( 社會福利署退休職員 ) 
財政:        廖志明弟兄( 本會董事/聖工發展委員/律師樓總管/元朗地產商會主席 ) 
執行委員:    劉麗清姊妹 ( 新鴻基地產集團副總經理-租務/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會藉小組主席

及義務秘書 ) 
梁兆偉弟兄 ( 註冊社工/ 安老委員會副主席/家居安老協會委員 ) 
陳發添則師 ( 意建築師有限公司董事 HKIA RIBA Authorized Person ) 
朱德初先生 (理財策劃經理/認可強積金中介人 ) 



張志忠弟兄 ( 多媒體技術員 ) 
李忠傑弟兄 ( 香港測量師學會會員 ) 

義務法律顧問：柯廣輝律師 (柯廣輝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義務建築顧問 : 侯漢輝先生(政府退休高級工程經理,元朗多間學校工程監督) 

劉令怡女士 ( 香港測量師學會會員 ) 
梁家華先生 ( 財務顧問 ) 
黎家耀先生 ( 香港測量師學會會員 ) 

建築顧問 :     林國春先生 ( 城市規劃師, DeSPACE( INTERNATIONAL)Limited ) 
杜曉明女士 ( THE ARCHITECTS’ MISISON Director, HKIARIBA ) 
陳發添則師 ( 意建築師有限公司董事 HKIA RIBA Authorized Per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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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lliard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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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現任榮譽顧問 
陳漢忠牧師元朗區基督教聯會主席基督教耆福會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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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廣輝律師柯廣輝律師事務會所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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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12月 24日元朗劇院舉辦『互愛星輝為護老 2014慈善滙演』 
陳茂波局長率眾主禮嘉賓拉炮 

 
 
 
 



 
 
 
 
 
 
 
 
 
 
 
 
 
 
 
 
 
 
 
 
 
 
 
 
 
 
 
 
 
 
 
 
 
 
 
 
 
 



 
主席致辭: 會牧李文旭牧師 2014年 12月 24日平安夜假元朗劇院舉辦 
『互愛星輝為護老 2014慈善綜合滙演』致辭全文 
自 1998年 6月創會至今，上帝感動本會關注社區群體的身心社靈訴

求：由元朗臨屋區開始派贈寒衣，16年舉辦了 28次派米油行動，13次
與紅十字會捐血救人，期間成立：互愛堂、互愛堂暖流行動中心、互愛

補習中心（元朗）、朗邊堂、信望愛堂。我們學習：追隨基督，服侍社群。 
2003年 10月中，互愛堂自五週年感恩崇拜中，領受由上帝給我們的

一個異象：就是『耶和華要造一件新事，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並要與其他教會弟兄姊妹一起建造這新事。2004年 3月 4日本會向地政署申請批地興建教堂暨護
理安老院，申請地點位於元朗劇院及新元朗中央圖書館中間的政府用地（佔地 1240m2）。 

2006年 9月至 2008年 6月底，本會獲地政總署連同 16個政府有關部門一致通過『原則性批
地 4200m2』，興建一棟七層教堂暨護理安老院，內設二層教堂（約 900 座位）、學生中心、家庭
綜合服務中心及五層護理安老院，內設約 160 宿位（其中 50%為包食宿終老計劃）。自九七回歸
後地價昂貴，停建公屋、居屋，取消勾地等，但政府在未遂經費證明下，為本堂批出批地條款草

擬，並增加 200m2，實在是神蹟新事，榮耀歸主，因『耶和華要造一件新事』。2008年 6月至 2011
年 10月三年原則性批地已結束。 

2011年 9月 27日，本會獲以勒基金支持，假荃灣悅來酒店筵開 40席舉辦籌建新堂暨護理安
老院異象分享餐會，敦請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梁智鴻醫生主禮及致詞，並獲立法會陳茂波議員、

各教會領袖及地區人仕大力支持，本會致以萬分感激，因為跟着神蹟再現。 
2011年10月14日，地政總署安排16個有關部門召開大會，並一致通過Graft Grant Plan &Special 

Condition『批地 4400m2條款草擬』，興建一棟七層的教堂暨護理安老院，一挨補地價及三年內經
費證明便正式批地五十年。歡迎各界有心人及善長，為長者和社區出錢出力，為老化人口貢獻。 
本會現修訂『包食宿終老計劃』：即 50%宿位給 65 歲以上長者包食、宿、護理、身後事照顧

一條龍服務，其中 8%給退休牧者/宣教士、6%本會無依長者、36%較富裕長者、13%給社區月租、
其餘 37%給政府月租買位(社會福利署於 2014年 6月已與本會達成買位 37%協議，並承諾批地後
透過獎券基金負責五層護理院的建築費、裝修費及設備費，一層教堂則由本會負責，全棟六層合

計 2.5 億港元);本會已獲八間知名建築公司及二間建築顧問公司願意接納特別優惠條款興建教堂
及護理安老院，一俟教堂部份免補地價批出便可申請獎券基金興建護理安老院。 

2012年 4月 1日，本會假元朗劇院演藝廳舉辦『互愛星輝為護老 2012慈善綜合晚會』，承蒙
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議員、區內眾教牧、地區人仕蒞臨主禮，各協辦團體精彩的表演環節及義

賣籌款，讓晚會生色不少，至深銘感！ 
2014年 12月 24日，本會再次假元朗劇院舉辦『互愛星輝為護老 2014慈善綜合匯演」，特別

感謝發展局陳茂波局長、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林偉葉小姐、立法會議員及元朗區議會主席

梁志祥議員親臨主禮及致辭，又獲勞福局常任秘書長譚贛蘭女士、全國政協容永祺先生 SBS MHJP
及田北辰 BBS JP立法會議員等惠賜賀辭，萬分感謝！本會顧問：以勒基金陳歐陽桂芬總幹事、邊
陳之娟博士 BBS JP、陳漢忠牧師、李炳光牧師、胡平凡長老、蘇國榮會計師及各表演嘉賓等蒞臨
支持，本會仝人感激不盡。多謝各位蒞臨支持，願主賜福所獻勞苦！順祝聖誕快樂！福杯滿溢！ 

耶和華要做一件新事 
 

 



主席報告                                             創辦會牧/董事會主席：李文旭牧師 

前言 

二零一四年是本會建立的第十六個年頭，是極為重要的發展里程碑。 

雖然香港於 10月發生了 79天顏色革命的佔中暴行, 各行業均受嚴重影響, 本會同工及弟兄姊妹均

平安沒有參與, 因我們堅信及教導:『在上有權柄的, 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的, 

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 就是抗拒上帝的命, 抗拒的必自取刑罰』( 羅 13: 1-3)。

現今政府積極有為, 以民為本, 清拆前朝敗政, 改善民生, 大大降低貧窮人口, 以仁德忍讓,愛民如

子之心處理佔中違法暴行 , 沒有一位市民死亡, 這也是本會清晨築壇禱告會, 為中國及香港政府

的禱告目標。 

因本會籌備了十年的建堂計劃, 於 2014年 10月 13日三年經費證明期限前( 即 2014年 9月2日), 已

向地政署遞交了一棟六層市值$2.5億港元的建堂暨護理安老院經費證明(FINANCIAL PROOF)。期

中意想不到的新事, 是: 1)政府 167年來破天荒贊助有地 NGO 建護理安老院的建築費、裝修費及

設備費; 2)八間有名建築公司及二間顧問公司, 願意以優惠遲還款條款, 替本會興建教堂暨護理安

老院; 3)民政局又積極根據行政會多年前通過『一層教堂可免補地價政策』給我們免補地價; 4)新

鴻基善長郭炳江先生 2006年已捐獻市值$1500萬的建材, 讓我們建堂有望。5)我們未有地契, 2011

年發 PRIVATE TREATY GRANT,是神蹟中神蹟。 

值得感恩和鼓舞的是, 本會於 2014年 12月 24日平安夜, 約 700人支持假元朗劇院舉辦的『互愛

星輝為護老 2014慈善綜合滙演』獲多位政府重要官員: 發展局陳茂波局長親臨主禮致辭, 社會福

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林偉葉女士、元朗民政署高級聯絡主任鄭少玫女士、立法會新界西暨元朗區

議會主席梁志祥議員均親臨主禮致詞。尚有勞福局常任秘書長譚貢蘭女士、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

政協容永祺先生、立法會新界西議員暨港區人大代表田北辰議員均送來支持賀辭。他們的蒞臨支

持是本會仝人 16年來獲政府及社區最大的確認和支持。 

 

立 法 會 暨 元 朗 區 議 會 主 席 梁 志 祥 議 員 元 朗 民 政 署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鄭 少 玫 女 士



 

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林偉葉女士      邊醫生與邊陳之娟太平紳士二位長者蒞臨支持 

 

發展局陳茂波局長、梁志祥議員、民政署聯絡主任鄭少玫女士蒞臨元朗劇院擔任主禮嘉賓 

 

 



 

互愛星輝為護老 2014 慈善綜合滙演嘉賓: 發展局陳茂波局長(右六)、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

林偉葉女士、元朗民政署高級聯絡主任鄭少玫女士、立法會新界西暨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議員

均親臨主禮致詞後與本會建堂顧問: 李炳光牧師、陳歐楊桂芬女士、胡平凡長老、陳漢忠牧師、

蘇國榮會計師等合照留念) 

 

 

讚美操協會(香港)親子讚美操              屢獲國際獎的元朗民協童聲合唱團 



 

百大國寶書法家蔡清風大師表演書法               Young Strings 弦青民歌音樂協會

 

   國際城市天使小姐表演歌唱及魔術           大中華武術家協會十多位師傅表演太極劍 

 

百大國寶書法家蔡清風大師表演書法               讚美操協會(香港)讚美操 



 

本堂張灝林妹妹(全國青少兒聲樂等級試第六級)      本堂徐濤模特兒公司表演 cat walk 

香港冠軍魔術師: 葉望風表演空舉枱及小童      八級聲樂鄭素珍姊妹聯同趙大衛鋼琴伴奏： 

聖詩獻唱：《耶穌是我最知心朋友》 

 

 

 

 

 

 

 

       發展局陳茂波局長土地註冊處蒞臨主禮致辭: 支持本會建堂建護理院 



十六週年裏, 我們在基督裏，主恩滿溢，謹此數算:  

《耶和華要互愛堂作的一件新事》創辦會牧：李文旭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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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3：19） 
『因為上帝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過的』（林前 2：9） 

前言： 
感謝主，互愛堂今天像 16歲少年，但他卻蒙主在十年前賜下元朗劇院旁有 1240平方米的政府地
標靚官地（GICland），計劃在上興建一棟六層共 4400平方米的一層教堂（約 13390呎）暨五層護
理安老院（30610呎設 153個免補地價宿位），預算教堂設 650座位，另設 250個活動室座位，樓
下停車場外，也設不同會議室，訓練室，物理治療室，管治樓房等可容數百人；預算護理院及教

堂探土地基費、建築費、裝修費、設備費、顧問費、通脹費合共要$250,000,000 元，尚未計免地
價，教堂屋及宿舍免補地價。 
 
我們是本地第二代獨立信義宗小教會，年紀輕，沒有總會，沒有差會支持，沒有專業及富有弟兄

姊妹，壓力非常大，但我們靠著上帝及眾教會弟兄姊妹，於 2014年 9月 2日在 10月 14日經費
證明期滿前完成 2.5 億元經費證明給地政總署，尚有八間有名建築公司及二間顧問公司發出承諾
教堂部份約$7500 萬可遲交建築費意向書，其餘護理院 1.8 億元經費可由社署負責，這更是香港
167 年開埠以來未曾有過的神蹟奇事，世界各國也未見這福利給教會，因為「上帝為愛祂的人所
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過的」神蹟奇事。 
 
 
 
 
 
 
 
 
 
 
 
 
 
 
 
 

2011年 9月 27日悅來酒店 40圍異象分享餐會 



互愛堂建新堂暨護理安老院 

缺一不可的 20個神蹟 

1. 十六年維持不加租的神蹟： 
互愛堂由 1998年 6月開始在元朗安良里 3號 1400呎及月租$13000地舖作教堂及補習中心，二年
後轉租怡豐花園三個共 2600呎地舖 8年，到今天御庭居商場 1200呎百佳旁地舖 6年，均是平均
月租$13000 元；香港九七回歸，經濟動蕩，2003 年沙士危機及全球金融海嘯，到今天全球通貨
膨脹嚴重，百物騰貴，三位不同商場業主怎可能十六年維持不加租呢？最近二年有姊妹受感，替

我們奉獻租金二年。只有一個原因：「這是上帝的特別恩典」。 
 
2. 暖流行動派米油見神蹟： 
互愛堂開堂一年後開始到朗邊邨臨屋區舉辦派送寒衣米油等暖流行動，並於 2005 年在教堂後租
多一個舖作暖流行動中心，請以勒基金陳歐陽桂芬總幹事及邊陳之娟太平紳士蒞臨主禮祝禱。縱

然我們有不足，但香港貧富懸殊，教會不能袖手旁觀，我們先後操練 28 次派送寒衣米油行動的
信心，最多時派贈 25 噸米，予貧苦大眾；沙士期間帶著口罩派暖流米、油和口罩；我們又租用
元朗劇院舉行暖流行動節目表演，讓長者欣賞精美節目，並拿取贈品，見證耶穌大愛。每次教會

都座無虛席，甚至要舉行三場主日崇拜。我們又憑信心十年內與紅十字會舉辦了 13次捐血活動；
紅會要求最少四小時 40包血，我們當時教友也不夠 40人，但我們憑信心舉辦，結果每次都達標：
由 43至 69包血不等，籌約 700包熱血救人，我自己暫捐 53次。 
 
 
 
 
 
 
 
 
 
 
 
 
 
 
 

2005年互愛堂租用第三個地舖開辦暖流行動中心服務貧困社群 
              以勒基金陳歐楊桂芬及邊陳之娟太平紳士已開始蒞臨支持及代禱 
 



2010-2012年，我們申請基金，聘請 6位義工，上門派熱飯暖流服務給 100位 65歲或以上長者，
每人每月獲贈 40盒送上門的熱飯，三年送出飯盒共 144000個，有部份長者因信歸主。2013年開
始至今，我們租用天秀墟互愛站 60呎舖售賣平靚米，舉辦送米行動，幫助貧困居民。我們相信：
凡合乎聖經好事，主都負責，我們只要做到最好，主會作其餘我們不能作的神蹟。28次派送寒衣
米油暖流行動後，我們學會了憑信心倚靠主。 
 
3. 禮儀教會神學院院長說出知識言語/預言： 
2003年 10月 18日是互愛堂的五週年感恩崇拜，講員是信義宗神學院院長林德皓博士。他的講題：
「耶和華要作一件新事」，到證道結束前，不知為甚麼他說了句我們禮儀教會牧師都不敢或懂用

的知識言語：「耶和華要作一件新事，互愛堂也要做一件新事，但不單是互愛堂的弟兄姊妹做，

要與其他教會的弟兄姊妹一起做」。這預言今天應驗。 
 
4. 不同教會弟兄姊妹合一建堂的神蹟： 
要互愛堂單獨購堂可以，但要與其他教會有心的弟兄姊妹一起購堂、建堂及建護理安老院便不容

易了，特別是香港教會數以千計，大都不容易合一；但今天我們的建堂委員會，十年來經過接近

100 次會議，沒有一次會議只有互愛堂弟兄姊妹單獨開會，都是與宣道會、浸信會、敬拜會、五
旬節會、最近還加入了天主徒作建堂委員。另外我們有 26 位知名的教會領袖及社會專業人士同
心作建堂顧問：他們來自敬拜會、香港信義會、福音信義會、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前會長、宣道會、

Islandecc教會主任牧師、協基會總監、以勒基金總幹事、元朗區基督教聯會主席、香港長者協會
主席、新界西立法會議員/元朗區議會主席、天水圍區議員、理工學院活齡學院總監、二位執業會
計師、全國政協委員、前行政會議成員、前女童軍總監、商人團契香港區總監、二位律師、三位

醫生、宣道書局社長、老師等專業弟兄姊妹，我們為此合一見證獻上感恩。 
 
5. 同心勇敢向政府申請地建教堂暨護理安老院： 
2003 年 11 月中，潘譚英茂師母與李牧師師母在上址晨運，她首先看見並祈望這是我們的迦南美
地，我也不約而同正考慮申請這靚地。第二天大埔浸信會連瑞華弟兄帶同則師來實地查看及鼓勵，

後又獲元朗浸信會鄭明佑弟兄及扶銘功教師大力支持，滿心高興遞交董事會決議向政府申請這地

作教會建堂用地；其實這地已是我們第四塊向政府申請的用地，因我們教友大會曾通過要向政府

申請用地建教堂。但當我動議後，結果是九位開會，八位反對，說要禱告，包括師母、女同工、

董事等，有人還預言：「二十年之後啦」，作為主席，我惟有建議回家禱告兩星期再決定。盼望第

二十週年前，我們真的可以營運新堂及護理安老院。 
 
6. 師母夢見建材從天插下及預見老人院床位： 
這兩星期中，沒有人聯絡我，同工及師母也不理睬我，怕受我影響，但上帝動工，師母曾夢見有

位我們的董事，她伴著坐在輪椅上中了風的媽媽，她的樣子很無奈又夢見很多貼牆床位、院舍有

大電視機等；上帝也讓女同工梁寶珊教士在街看見老人院舍慘况及需要；鄧家珍董事（已安息主

懷）的未歸主丈夫也認為：「不要政府免費用地是我們愚蠢決定」；另一位董事也經歷父母及姑媽

的嚴重疾病，相繼安息主懷；結果二星期後，我們沒有爭㘭，神蹟地通過了向政府申請地建堂，



並於 2004年交教友大會一致通過，成立建堂委員會，於 2004年 3月 4日正式向地政署申請建堂
用地，同日向影視處申請賣慈善獎券籌備經費。 
 
7. 二年後神蹟地獲地政署原則性批地： 
我們是弱小堂會，但這地是元朗罕見市中心地標靚地，為何多年沒有團體申請?為何官員反問我：
「為甚麼牧師還不遞信申請，又不要錢的？」。因政府當時高地價政策是不建公屋，不建居屋，

也取消私人土地勾地政策，樓價高企；九七回歸後，政府絕少批地作私人服務用地。但感謝主，

政府於 2006年中卻給予在元朗市 525地段（ Yuen Long TownLot 525），批出私人條款協約形式
（In-Principle Private Treaty Grant）三個月原則性批地興建教堂暨護理安老院，每三個月續一次，
續了二年至 2008年 6月終止。 
 
8. 三個颱風下賣旗見神蹟： 
因發展堂會的緣故，我們要籌募經費，特別神奇第一次全港九新界賣旗，原來全港每年只有四間

志願團體（NGOs）可以抽中全港九新界賣旗，我卻不自量力「盲舂舂」填了申請全港賣旗，當時
的同工MIMI姐在旁努力禱告，我卻不望抽中，因擔心怎樣組織到數千人賣旗，但結果主聽了 MIMI
姐的禱告，我們是 24個細 NGO單位中最後一位抽中，日期沒得選擇，在 8月 11日，即放假旅
遊旺季：無學生，無教友，無中心長者幫忙，等待酷熱天氣或颱風來到。 
 
籌備了一年，結果真的颱風來了，還來了三個：一個吹台灣，一個去海南島，一個來香港；記得

當時 33度酷熱天氣警告維持約有 100多小時，並且 8月 10日掛上八號風球，但晚上九時神蹟地
改掛 3號風球，第二天風球除下，沒有雨，酷熱天氣警告除消，當日氣溫 25度，像冷氣房中賣
旗，結果我們仍有約 1214人往全港九新界賣旗，籌募款項約 80.6萬。這是我們的最高籌款紀錄，
感謝主讓我們多次經歷祂的美好恩典計劃，但要以「處變不驚，處憂不懼，臨危不亂，無動於衷」

的信心迎接。 
 
9. 1712人化妝齊創健力士神蹟（2008）： 
十年前建堂預算要 3000 萬或以上，為了考驗自己及大家的信心，我接受了沈子成弟兄申請英國
千人化妝齊創健力士籌款建堂的「考試」；我們計劃以 8萬元，於 2008年 5月日租用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可容 3000人的 7AHall一天，另 15萬元付「場音燈」，基本活動費便要 23萬或以上，預算
招募 1000位化妝師及 1000位模特兒，但每人要奉獻$1000元參加，並邀請化妝公司命名 300萬
呈獻此活動。 
今天回想起來，也深覺自己當時太天真，太大胆。我們從沒有舉辦大型活動經驗，除了要負責整

晚表演節目活動壓力外，英國健力士要求 30 分鐘完成一個完整化妝，參加者妝前及妝後均要花
時間由柯達公司拍攝呈報健力士，但實際上每位化妝師都要持有化妝證書才可參加，而一般有牌

化妝師及模特兒，他們只會收取化妝費及模特兒表演費，怎會自己拿$1000 元替人化妝及表演?
我們找化妝公司命名，結果一間也沒有承接命名。 
 
 



 
 
 
 
 
 
 
 
 
 

當晚千人化妝盛況空前, 來了 2500人參加, 其中 1712人創了世界紀錄 
我們只有禱告等待。上帝真的聽禱告，祂感動了數間化妝公司替我們舉辦認可化妝 
課程，很多美容公司都排隊報名，並自行找模特兒及攝影師；燈光音響公司老板是 
盧應堪弟兄，他禱告後受感，免費替我們 
負責全日場音燈，不收分毫。當晚參加的 
共有 2 5 0 0人，60間公司及機構，獲健力 
士認可的化妝師及模特兒共 856對 
（1712人），若非經歷耶和華在身旁施行 
神蹟，我們也不易繼續走這條建堂建院漫 
長路。至今本堂仍是化妝健力士創辦及紀 
錄保持者。 
10. 三年爭取批地的神蹟（2008-2011）： 
千人化妝齊創健力士後，本堂失去政府的三個月續期原則性批地的機會，任何團體及政府機構均

可入信徵用這地；蒙主保守，這些年間，沒有團體及政府機構入信徵用這地。我鍥而不捨地分別

去函曾俊華財政司、特首曾蔭權及當時的發展局林鄭月娥局長，請他們以民為本，又講解三個月

原則性批地建院的不可能性，向他們申訴長者極缺乏護理安老院，每年排隊未遂入護理院而死亡

的長者達數千人之多；他們均積極回覆。結果三年後神蹟再現。 
 
11. 悅來酒店成功舉辦建堂異象分享餐會（2011.9.27）： 
蒙本堂建堂顧問，以勒基金陳歐楊桂芬總幹事鼓勵及奉獻 40 圍餐費支持，她認同本堂建護理院
並願意照顧退休牧者及宣教士的包食宿終老計劃異象，鼓勵我們積極推廣建堂異象，於 2011年 9
月 27日假荃灣悅來酒店籌募經費，舉辦 40圍約共 500人參加支持建堂異象分享餐會。 
當晚很多建堂顧問、機構、堂會領袖都來支持我們，包括前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李炳光牧師、

認可風險規劃院士馬錦華先生、敬拜會胡平凡長老、陳流芳太平紳士、協基會李國權監督、完備

救恩會石志堅監督、復興教會主任 SHARON牧師、德國教會香素文牧師、理工學院活齡學院錢黃
碧君總監等，我們深受激勵，特別是安老事務委員會及行會成員梁智鴻醫生及當時的陳茂波議員

(今發展局局長)都來了擔任主禮致詞嘉賓；敬拜會派出數十人接待隊，邊陳之娟太平紳士派出 60
位幼稚園學生表演英語話劇，並與夫君邊醫生落力籌款三萬元競投全國百大書法家蔡清風書法大 



 
 
 
 
 
 
 
 
 
 
 
師一幅隨筆字畫。當時的立法會陳茂波議員（今發展局局長）也有蒞臨致詞及奉獻支持；他們都

不是等閒之輩，他們都代表著他們的教會及專業，接近五百人的同時出現，並非偶然，是上帝大

能彰顯，為我們打氣。 
 
12. 政府終於批出三年籌款私人協約條款 
（PRIVATE TREATY GRANT）： 
同心在悅來酒店禱告及舉辦建堂異象分享餐會後的半個月，神積出現了。自 2008 年結束了三年
的原則性批地，終於在 2011 年 10 月 14 日復活我們獲地政總署邀請參加由十六個政府部門組成
的聯席會議（LAND CONFERENCE），他們一致通過給與本會三年時間籌款，興建一棟七層最多共
4400平方米的教堂暨護理安老院。這表示政府送了這地給教會。 
護理院獲免補地價，但教堂要三分之二補地價，且規定不能動用政府獎券基金，這是私人協約條

款規定，也是我們等待七年後尚佳的神蹟新事。事實上，九七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罕有批出社

會服務用地給志願團體；現屆政府積極進取，不但大力興建公屋、居屋、平價賣地建樓，開山填

海，甚或取回政府地作公屋，我們的地是上帝珍貴迦南美地。 
 
13. 築壇禱告會後見更多神蹟： 
2013年 7月底，本堂前義務同工蔡玉瑞姑娘在講道中提議我們，若要成功建堂，不能不舉行清晨
築壇禱告會，搖動上帝的手。她即場在崇拜呼召有負擔的弟兄姊妹出來，結果 8月 1日開始至今
14個月，八位弟兄姊妹逢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六時至七時半到教會築壇跪禱 425天共 212小時； 
 
我們首先敬拜，讀荒漠甘泉靈修，禱告穿上屬靈軍裝，用以勒基金「宣告神的名」四十天禱告手

冊，全體教牧同工及弟兄姊妹跪禱，求主保守同工靈命、建堂事工、教會活動、病患兄姊、各國

內戰、香港政府等代禱。結果我們看見腦幹積血的神蹟醫治、病得康復、建堂籌款順利、特別在

聘請則師、規劃師、成功申請勞福局推出的特別計劃、招募到八間基督徒背景出北區名持牌建築

公司及二間顧問公司、免補地價、善長命名奉獻等神蹟，均看見主每一步帶領我們，成功步向祂

的新事。 
 



14. 主及時保守參加勞福局推出的特別計劃： 
這特別計劃只供擁有土地的志願團體於 2014 年 11 月 18 日前申請。筆者執筆前本會仍未簽契擁
有地契，故得悉計劃時，我只有羨慕，沒有申請，還於 10 月 1 日到德國探望留學小兒一星期；
10月中回港後，展轉認識了杜則師，她轉告我林國春規劃師鼓勵參加此計劃，我本著清楚一問心
態試問，怎知社署官員說，我們已獲地政署批出私人協約條款，可以有「入場券」了；於是我們

馬上聘請杜則師及林規劃師，一起撰寫計劃書並於一個月限期前成功遞交，耶和華以勒，祂必有

預備。雖然未有契，但我們已獲批建堂建院協約，較其他有地機構進展快，盼明年動土。 
 
15. 主在危急時預備建築專才： 
雖申請特別計劃解決 71%的經費，但政府各部門要求嚴謹，則師沒有建護理院經驗，工作了大半
年，尚餘四個月未遂解決社署大量問題及圖則修改而突然請辭，當時真是莫大失望及迷茫，但上

帝第二天讓我想起 2013 年底，那惡者曾攔阻我往大陸宣教，出發上午竟在自己屋苑大堂跌穿頭
流大量血送博愛醫院，因我是領隊，不能放棄，黃昏自行往中山短宣，認識了梁熙曼姊妹，她曾

介紹我認識惟一的一位建築人士黃子建結構工程師，我馬上約黃子建弟兄，他安排我認識認可人

士陳發添則師，我們一拍即合，陳則師特別為我們趕工，在二個月內替我們解決一切難題，滿足

地政署及社署一切要求，並於 8 月 29 日完成第五稿修訂圖則交地政署經費證明。原來往福音粵
曲短宣，冥冥之中人神鬼已交戰，真是「助人自助」，哈利路亞！ 
 
16. 建築費大幅升值阻不了上帝在香港 167年後作新事： 
縱然私人協約條款通過了，但誰知十年後，金融海嘯，美國量化寬鬆政策，大印銀紙，百物騰貴，

加上香港梁振英新政府大興土木，大量建屋，人手短缺，建材及人才經費上漲十倍。原定十年前

3000萬建築費升至 2.5億，一般大機構也未遂大筆籌款；弱小的互愛堂又如何完能成使命呢！大
家都不看好！感謝主，上帝感動新鴻基郭炳江弟兄早於 2006 年第一位承諾捐獻建材，至今市值
1500萬；澳門鄭壽田夫人最早命名奉獻 100萬，李妙賢女士命名奉獻 100萬，莊弟兄 700萬（口
頭承諾），勞工福利局透過社署推出特別計劃（SPECIAL SCHEME），注入公帑 100億入原有 100億
的獎券基金，讓本會有機會申請撥款特別計劃，五層護理院 71%建築費、裝修費及設備費共 1.8
億由社署負責；感謝主賜智慧, 原定計劃三層教堂整合為一層，民政局跟據行政會議政策可免補
地價，省回數千萬；我們已獲八間香港有名持牌基督建築公司及二間顧問公司承諾可緩收教堂 29%
的建築經費；原有我們與政府的私人協約條款規定不能動用政府公帑，如今上帝動了大神蹟，解

決了香港 43間服務機構極艱難建護理院的困局，上帝的恩典真實，我們經歷神蹟中的神蹟。 
 
17. 十間建築公司願意為我們承建教堂暨護理安老院： 
現今政府大興土木，建築人材短缺，有錢也不一定找到建築公司，特別是我們這麼小的工程；感

謝主，我們已獲八間香港有名持牌基督徒建築公司及二間顧問公司承諾可緩收教堂 29%的建築經
費，這樣優惠教會不是神蹟嗎？他們要先墊支 10%建築費，又一年後遲收 29%建築費，一般建築
商不會參與；其中一間建築公司曾承建屯門醫院、威爾斯醫院、鄧肇堅醫院，迪士尼樂園過山車

部份等；我們於 2014年 9月 2日已正式經費證明送呈地政總署查核。 
 



18. 免補地價的神蹟： 
因私人協約條款規定教堂部份要按市價的三分之二補地價，原本我們又計劃建二層教堂及 
頂樓教牧宿舍，預算補地價肯定要數千萬或以上，故我花了多年時間向政府高層官員爭取象徵性

補地價，結果林鄭月娥司長說：各志願團體也要補地價。但時間緊迫，回想起與前地政專員羅顯

榮先生說：「一層教堂可免補地價」，2014年 8月經政務司長辦工室協調主任證實，我們今天一層
10000呎教堂連教牧宿舍也可按政策免補地價，省回數千萬元現金，試問短時間怎樣籌數千萬呢？
讚美主！耶和華以勒，我們不用象徵性補地價，盼簽契後 2015年可舉行動土禮。 
19. 見異夢的神蹟： 
我有一晚夢見在地上拾到數百一元硬幣，並與教友分享，原來上帝告訴我，原計劃在天秀墟互愛

站不能免費派米，因規條限制，故要一元一包送出，共送出 800包，收 800元硬幣，夢境成真；
有一晚我又夢見一盒銀紙，第二天電話邀請莊弟兄贊助建堂，他口頭承諾奉獻 700萬，真的像一
盒銀紙啊；有一晚，我又夢見在地上拾到幾塊發金紅光的黃金，街外有黃金，是否社署的 1.8 億
元呢？有一位弟兄，他夢見扶銘功牧師在一間大教會的聖壇上行走；我多年前夢見小朋友在我們

的興建中的教堂攀爬，我叫他們下來，因為危險；李師母曾夢見教堂建材從天插在她身旁，也曾

夢見老人院宿位及大電視機；結果二年後，新鴻基郭炳江先生真的捐了首批建材，足夠裝修之用。

上帝心意不是很明顯嗎？ 
 
20. 包食宿終老計劃的神蹟： 
我們計劃日後在護理院推行包食宿終老一條龍計劃，暫預算 153 宿位中以 8%給退休無依牧者宣
教士，6%給本堂無依長者，36%給富裕人士申請（費用較高），另 37%給社署月租賣位（每月約 1
萬元），13%給區內長者月租；這計劃一般人士不看好，但八年前李卓民牧師是首位支持者，他曾
預備奉獻 2000 萬，第二位支持者是以勒基金的陳太，她看見實際宣教職場退休牧師及宣教士的
實際需要，我們深信：在基督裏，沒有難成的事。那麼沒可能的批地及籌款均可成功，為何 14%
（22位）長者不能供養？我們建堂籌委會充滿信心，因耶和華以勒，祂施行新事，也必有預備，
願榮耀歸給至高真神。 

 
未來教堂一層(包括學生中心、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及書室)暨護理安老院(五層)草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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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鴻基地產集團副總經理(租務)劉麗清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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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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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集思分享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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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愛堂暖流行動中心---天秀墟互愛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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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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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長者舉辦免費生日餐會, 送贈生日禮物, 甚至在酒樓每季舉辦敬老生日餐會, 免費參加。 

 
因經濟、地方及贊助費不足, 上述派米、捐血、派寒衣及免費送贈熱飯等暖流服務不得不暫緩執
行。本港不單人口老化, 貧富懸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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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服務天水圍天秀墟貧苦大眾, 於 2013年 2月 1日開始至今 2015年在天秀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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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義工美金

姊妹, 雖然經營困難, 很多退出或被婉拒停辦, 2015年本會仍獲東華三院邀請留下續約, 繼續服務

社群, 但人流少, 冬冷夏炎, 年年虧損, 本會正考慮是否另謀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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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元朗朗邊邨居民每天開心地接受暖流熱飯 

 

 



教育服務 

互愛補習中心(元朗)已成立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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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五年前已發出
御庭居正式學校註冊牌照,2014年 6月 1日教堂開始第四次續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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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學生人數在不斷增加中。 

 
2015年我們希望增加上午英文活動教學(play groups), 下午英語團契(singing fellowships), 及晚間
父母課程(parenting), 在香港英語水準下降時, 提升學生英語能力及提升家長管教孩子的課程, 讓
學生及家長建立和諧健康家庭。 
 
 
 

 
 
 
 
 
 
 

 

 

 

 

 
互愛堂兒童合唱團活動 

 

 

 
 
2014年築福香港學生及家長旅遊山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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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時獲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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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過千家庭闔府同歡。 
由 2012年( 623人), 2013年(930人), 2014年築福香港往山頂旅行(60人)及西貢獅子會自然教育中
心(60人),2015年 1月 31日(800人)分別邀請在元朗的堂會及服務單位, 每年讓數百個家庭往迪士
尼一天快樂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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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 旅遊香港公園         中圖: 西貢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下圖: 西貢海鮮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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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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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互愛堂幫助中國惠州矮陂堂取回教堂用地後, 會幫助他們建立社區服務教會, 除計劃建立教
堂外, 也建立護理安老院、孤兒院、農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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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作教堂、營舍、護理安老院、農莊、山邊墓園等社區服務 



 

(下圖)李牧師旁是德國柏林國家教會主教, (上圖)前右第三位是惠州堂黃育華牧師, 前二 
是矮陂堂傳道。 

 
 
本會會牧李文旭牧師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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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底知道已取回 30
畝地作教堂及社區服務, 德國柏林區主教及宣教部部長,預算 2015年中正式訪問青島、上海及廣
州三自教會, 並拜會廣州基督教協進會會長樊宏恩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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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新堂樓高八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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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作建堂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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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神愛人建堂立家』，今年受洗及過會 10人，會友增至 180位 (是開荒時的 26倍)，
平均崇拜/聖餐人數也有約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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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分五個小組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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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週年感恩崇拜後與基督教敬拜會創會長老胡平凡長老合照留念 
 

 
 
 
 
 
 
 
 
 
 
 
 
 

16週年洗禮 8位新葡與教牧同工合攝留念 



 
 
16週年感恩崇拜後假元朗稻香酒樓舉行感恩見證餐會, 筵開 22席, 陳流芳太平紳士闔府、立法會
暨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議員、以勒基金陳歐陽桂芬總幹事、敬拜會創會長老胡平凡長老、建堂

執行委員劉麗清姊及梁兆偉弟兄、本會陳發添則師及金澤建築公司三位董事等均蒞臨到賀祝酒。

( 上下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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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待年青傳道加入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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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自 2013年 8月 1日上午 6: 15開始的築壇禱告勇士 
 

1.2  團契生活 
1.2.1兒童天地 
本堂主要透過互愛補習中心(元朗)接觸、服務兒童及成立兒童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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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約 35位學生每天
參加功課輔導補習。 
 

 

2013年聖誕節平安夜在教堂向學生家長報佳音, 2014年在元朗劇院慈善綜合滙演 
 

 
 



 
 
 
 
 
 
 
 
 
 
 

互愛補習中心(元朗)兒童合唱團於 16週年晚會獻唱 
 
1.2.2 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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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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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曾改為親子活動團契, 
邀請學生及家長一起團契活動。後因教會行小組路線, 發展為二個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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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將來護理安老院有包食宿終老計劃, 這些活躍長者是首批受惠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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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寶珊教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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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本堂集中培育弟兄姊妹: 『愛神愛人, 建堂立家』, 讓教會弟兄姊妹集中力量築壇
禱告及竭息。我們加強講壇, 上帝差遣鄭素薇幹事來栽培弟兄姊妹, 透過小組作個人佈道, 
領人歸主; 在年初我們舉辦築福香港往山頂旅遊佈道, 為主散文福音種子; 本堂十月十六
日十六週年, 我們在元朗稻香酒樓舉辦見證分享餐會, 有 22圍約 264人參加, 讓他們見證
本堂的 20個神蹟, 也在元朗劇院舉行『互愛星輝為護老 2014慈善綜合滙演』, 讓 700人
在 12月 24日平安夜聽見及看見神蹟; 2015年 1月 31日也舉辦福音旅遊廼士尼, 合共向
13 部旅遊巴上 800 人散播福音種子及送上中信等福音月刊; 這是我們對長者、家長及社
區的公開見證活動。希望明年可以透過會友的五個家庭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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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是悅納的師時候, 是拯救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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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015年教會方向 

*全年主題：『同心建堂, 教會一家』。加強二個目標: 1. 同心建堂, 因為建堂必須團結同
心, 我們禱告今年十七週年前可以舉行動土禮 ; 2. 教會一家, 因為教會是神的家, 讓大
家透過五個小組家聚建立歸屬感, 教會才有溫暖, 才有吸引力,  才有合一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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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家可以分組 12人, 並且分植增長, 再分 2組或 3組，各早家組可以自由
家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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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分享增長及彼此探望代禱。 
* 讓教會: 1. 贏得生命  2. 建立生命  3. 奉獻生命 
* 我們要活出使命人生: 1. 敬拜( Magnification) 2. 成長( Mature ) 3. 相交( Mabership 
               4. 服事( Ministry )     5. 佈道( Mission) 
* 也要發揚生命特質: 1. 恩賜( Gifts)  2. 才幹( Talents)  3. 個性( Characteristics)  

 4. 經驗( Experience )  5. 心志(Hearty Mis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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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加小組探訪隊, 探望在護理院教友, 未信親友, 學生家長,  
* 增加補習中心英語團契 
* 週六下午青少年團契：加強佈道培訓，邀請補習中心學生回流，培育他們為教會接班人 
* 結束天秀墟互愛站，探討其他服務居民方式，傳主福音 
* 尋找可以代替朗邊堂地方, 直到朗邊邨數年內興建好才發展 

       * 更新教會網頁、網址 
       * 增強敬拜培訓、樂隊人手及設備 
       * 除 1月 31日 800人旅遊迪士尼外, 增加暑假海洋公園旅遊, 服務社群家庭 



展望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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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10月 13日是我們建堂經費證明限期, 我們已完成;建堂絕對是我們從神領受的一件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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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政府大興土木, 建築費飈升
至 $2.4億, 對我們來說是天文數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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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於年初獲民政局免補地價, 在九月十七週年前動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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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落實開辦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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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我們向標竿直跑: 『同心建堂 教會一家』;團結就是力量, 我們要透過個人佈道，分組
家聚關懷，彼此關心，信心增長，領人歸主。預算更新團契形式後, 週日下午增加小組活動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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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成了九七後罕有政府免補

地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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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度核數報告 

2012及 2013年度核數報告均由蘇國榮會計師事負責, 並完成 2013年愛心券核數報告。2013年總

收入: $1,772,901; 支出: $1,196,003; 盈餘: $576,898; 教會總盈餘: $624,022; 2014年的會計工作聘請

蘇國榮會計師繼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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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財務一目了然，本會謹此致謝蘇國榮會計師及其同事的辛勞擺上。 

因 2014年 6月 1 日互愛堂在御庭居開始簽了第四期租約, 今期增加一年, 租約三年, 第一年租金

及管理費增加 10%, 往後二年每年再加 4%，感謝主恩 , 2014 年收入 : $1,238,392.89; 支出 : 

$1,205,628.19; 盈餘: $32,764.70; 並歸還 2013年的 20萬建堂貸款; 可見主恩夠用作新事, 政府注資

建堂暨護理安老院, 讓我們繼續裝備自己軟硬件, 為主如鷹展翅上騰, 高舉十架，榮耀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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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       Hein Lee Engineering Co. Ltd    Goldwell Engineering And project Ltd 
馬海建築顧問有限公司     Leung Cheung Shing Engineering And project Ltd 
世紀資源開發有限公司     中央人民政府特別行政區中聯辦 Kar wing Hung Kee construction Co.  
徐濤演藝制作有限公司     Ark Consulting                國際城市天使小姐 
元朗潮語真理浸信會                                   篙建結構工程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 個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劉麗清     梁兆偉     陳發添則師    李宗傑      劉令怡      梁家榮       謝殿揚 
容永祺     蔡少浩     黃子建        蔡鶴龍      葉望風      徐嘉來       張志中 
吳鐵川     劉健安     林志勇        黃慧敏      梁志祥議員  田北臣議員   陳少玲 
尹應能     鄒家仁     蘇祖耀博士    袁國章      莊惠滿      李妙賢       鄭黃懷局 
張暄洺     蔡清風大師 潘翠玲        李韻賢      鍾婉怡      袁文輝       林海 
周嘉輝     林國春     李世勳牧師    馮志基      鄭嘉財      梁思明       盧以德 
梁燕城博士 徐傑       樊燕珊        高信錦      張添貴      黃桂平       沓翠華 
陳榮邦     蔡巧華     SHARON 牧師  鄭素珍      鄭娥妹      鄭素薇       鄧運生 
趙大偉     張灝林     陳國寧伉儷    黃音發牧師  袁耀邦      朱德初       林偉葉專員 
周美珍     謝湘源     戴健紅        伍潔貞      徐章華      陳流芳       梁韻宜 
徐潔儀     陳恩明     楊文卿        麥錫勝      徐克強      洪震浠       洪乙明 
鄭賜龍     方圓妹     吳遜之        吳淑嫻      林鳳娟牧師  TOBY YIP      張玉嬌 
雷仕勳傳道 陳春連     譚贛蘭        黃麗芳      黃永偉      林瑞明        李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