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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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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2013年 12月 1日，宏信堂開始了她的第一堂主日崇拜，到今天，已經過了一年了。在這一

年的經歷當中，上帝讓我們看到和感受到一個又一個的恩典…… 

 

宏信堂座落在宏信書院內，最直接的福音對象就是校內不同國籍的學生、家長和老師。因此，

宏信堂的佈道、發展和牧養策略也以邁向國際化教會為方向。國際化教會的意思，並不只是

說教會內安排有華語及英語的聚會及結構組織，而是指教會的聚會和牧養模式除能按不同族

裔的特性和需要來設計之餘，兼有能融合華語與非華語人士共同參與的活動和聚會。讓教會

能成為多元種族彼此交流和融合的大家庭，彰顯互為肢體、主內一家的見證。 

 

為配合發展，宏信堂在未來一年除積極開展非華語人士的佈道和牧養工作外，也需在青少年

事工、信徒培育及領袖建立等方面加以強化，以進一步提升信徒的屬靈素質，為邁向自立自

養作好準備。 

 

二． 牧養方向 

依照信義宗的核心信仰──“四個唯獨”（唯獨聖經、唯獨基督、唯獨恩典、唯獨信心）作

為牧養和教導的核心。每兩年按教會的情況和社會的需要轉換一次主題，使信徒能扎根於信

義宗的信仰來回應時代的需要。 

 

三．主 題 

 2015-2017年的主題定為：「唯獨聖經‧回應時代‧作天國的工人」 

目標是希望能促進信徒熟讀聖經、了解社會需要，並能作出相應的回應與服侍，以拓展

天國的福音事工。 

 

四． 重點工作及策略 

 

1 唯獨聖經‧加強信徒的聖經和神學知識及屬靈操練 

1.1 開辦系統性成人主日學，在 2015年先行推出的課程有:舊約神學、改革運動教會史；

並逐年開辦其他經科、系統神學、教會史、實用神學等課程（聖徒培育部） 

1.2 推出「聖經證書課程」以培育事奉及領袖人材（聖徒培育部） 

1.3 選取合適的主題教材予各團契和牧區作為靈修及栽培之用（聖徒培育部） 

1.4 舉辦“書法靈修”、“明陣默想”、“數息打坐”等靈命操練活動（聖徒培育部） 

1.5 持續優化兒童主日學的課程和導師團隊（兒童事工部） 

 

2 回應時代‧建立國際化教會基礎 

2.1 改善崇拜傳譯設施和培養翻譯人員（崇拜聖樂部） 

2.2 開展英文家長團契（成人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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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開展國際社會服務團（青年事工部） 

2.4 重新設計堂會簡介單張，具雙語內容及推廣國際化的訊息（行政運作部） 

2.5 更新網頁的設計，使具雙語功能及主題教導的訊息（行政運作部） 

3 回應時代‧優化行政運作及人力資源 

3.1 設立“財務小組”、“資源管理小組”、“人事小組”以加強有關事務的推行和策

劃（行政運作部） 

3.2 重整財務運作及分工系統，以強化財務運作的效益（行政運作部） 

3.3 增聘男傳道以加強青少年福音事工和信徒牧養的效益（行政運作部） 

 

4 作天國的工人‧促進肢體共融與關懷 

4.1 安排規律性家庭探訪（關懷探訪部） 

4.2 安排愛筵及崇拜後茶點相交時間（關懷探訪部） 

4.3 安排致送生日咭、慰問咭及迎新禮物（關懷探訪部） 

4.4 安排海外親子訪宣（差傳宣教部） 

 

5 作天國的工人‧拓展青少年事工 

5.1 鼓勵青少年團契成員出席主日崇拜（青年事工部） 

5.2 設計切合青少年特色的崇拜聚會（青年事工部） 

5.3 舉辦歷奇及遠足活動以吸引更多青少年參加（青年事工部） 

 

6 作天國的工人‧學校福音事工 

6.1 持續推行大福家長團契、英文家長團契、喜樂家長團契、豐足家長團契 

6.2 持續推行利慕伊勒青年團契、國際社會服務團、基督少年軍等青少年事工 

6.3 持續參與學校早禱會、老師團契、小學生故事時間…等事工 

 

7 唯獨聖經‧回應時代‧作天國的工人‧增強信徒對崇拜的認識和投入 

1.1 在崇拜中加強對聖樂的元素和體驗（崇拜聖樂部） 

1.2 推行崇拜禮儀短講、司事人員訓練班（崇拜聖樂部） 

1.3 加強詩班練習及獻詩時間，並推行崇拜學、聖詩學等培訓（崇拜聖樂部） 

1.4 培育兒童參與崇拜司事服侍（兒童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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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元光堂       

              

      堂主任       

              

              

 同工會   聖工委員會   堂校事工  

              

              

              

   傳道系統  行政系統     牧養系統 

              

              

（外展事工）  （內部事工）  行政運作部     （牧區） 

差傳宣教部  兒童事工部     崇拜聖樂部  成年牧區 

   青年事工部     關懷探訪部  家庭牧區 

  聖徒培育部  財務小組    兒童牧區 

      資源管理小組     青年牧區 

     人事小組    樂齡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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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各部事工計劃 

 

I. 行政運作部 2015年度計劃 

 

背景 

使徒行傳中曾選舉七位有好名聲的信徒去管理教會事務工作，大家各按其職份在教會中事奉

上帝。基督是頭，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因此我們必需有系統地管理上帝的家。就著此，行政

運作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肩負著協調宏信堂內外行政事務，以提高全堂會的運作效率及效

益的使命，好使我們的牧者能專心以禱告和牧養的事為念。 

為更有交益地管理天父託付我們的資源，行政運作部分由「財務」、「資源管理」、「人事」三

個工作小組執行教會內各項事務，期望能使教會的運作更具系統效益。 

 

2015年度部員名單： 

教牧：明詩琪教師 

部長：葉堅弟兄  

內閣：麥慶基弟兄、關婉姬幹事 

 

2015年度工作目標、策略與指標 

 財務小組 資源管理小組 人事小組 

成員 陳麗玲、陳美鳳、麥慶基、

呂慶忠 

葉堅、麥慶基、 

關婉姬幹事 

江永明、麥慶基、謝連珠、

呂慶忠 

目標／功能 

 1. 確保教會有穩健的財

務運作和管理系統 

1. 確保教會運作所需物

資的配備和良好保養 

1. 關懷教牧及同工的身

心健康 

 2. 拓展教會財務資源以

備發展所需 

2. 建立具效益的教會行

政及人力資源管理系

統 

2. 協調及支援教牧及同

工的困難和壓力 

  3. 建立良好的場地運用

及管理系統 

3. 協助處理聘牧及新同

工適應事宜 

策略／任務 

 1. 訂定清晰的財務運作

和監管流程 

1. 訂定會友登記系統

（如製作教友證及聚

會人數統計事宜） 

1. 定時為教牧和同工代

禱 

 2. 監察教會財政情況及

定時作出運作上的檢

討 

2. 建立場地運用和管理

系統（如場地管理當

值、泊車證管理） 

2. 不定時關心教牧及同

工的需要及提供支援 

 3. 協助及支援「財政」與

「司庫」處理教會的財

政事務 

3. 教會網頁製作及管理 3. 按需要成立「聘牧小

組」協助聘請同工事

宜 

 4. 協助發佈或解釋教會

的財政報告 

4. 編製司事人員輪值  

 5. 協助製定教會的財政

預算 

5. 教會物資管理及維修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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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協助籌劃財政資源的

開拓 

 

6. 聚會影音設施預備及

管理 

 

成效指標 

 1. 財政運作指引的清晰

程度 

1. 教會檔案的系統性 1. 教牧及同工的作息健

康狀況 

 2. 財政狀況的穩健程度 2. 場地運作的效益 2. 牧聘程序的流暢程度 

 3. 財政報告的準確度及

時效 

3. 教會物資的完整性和

適切程度 

 

 4. 教會財政的增長程度 4. 司事輪值的順暢程度  

 

 

II. 崇拜聖樂部 2015年度計劃 

 

背景 

崇拜是信徒與上帝相會，尊主為大、歌頌上帝和歸榮耀給上帝的一個神聖時刻。也是蒙召的

上帝的子民宣揚及重演耶穌奇妙救贖之恩的一個過程。而聖樂，更是引領信徒群體進入屬天

境界，促進信徒融合並與天軍同列，頌讚上帝的一重要途徑1。 

保羅教導我們，「要用詩篇、讚美詩、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地讚美主。」（弗 5:19）為此，

崇拜聖樂部的使命就是希望透過聖樂幫助信徒建立以上帝和基督為中心、肢體相通、彼此服

侍、見證主帝的敬拜生活。 

 

2015年度部員名單： 

教牧：明詩琪教師 

部長：明詩琪教師  

內閣：江永明弟兄、陳錦權弟兄、羅煒綸弟兄 

 

2015年度工作目標、策略與指標 

                                                      
1 參閱：韋柏著，何李穎芬譯；崇拜：認古識今；[2000 年初版]；宣道出版社（香港） 

目標 策略 成效指標 

1. 幫助信徒

在崇拜中

經驗聖樂 

 在崇拜中多選用不同類型聖詩，並藉聖詩把神學帶出，

讓會眾有所經歷 

 在崇拜中加插獻奏時間，引領信徒經驗獻呈詩歌與禱告 

 在崇拜中增加獻詩次數，促進信徒在詩歌中融合 

 司琴培育與發掘 

 聖詩多元化的比率 

 會眾對唱詩的投入程

度 

 崇拜中整體協調的氛

圍 

2. 培育信徒

認識崇拜

禮儀和參

與服侍 

 在崇拜後推行五分鐘培訓，增加會眾對崇拜禮儀的認識 

 加強詩班的培育，除聖詩練習外，也加入崇拜學、聖詩

學…等元素 

 擴大招募崇拜司事人員，增加信徒服侍的體驗 

 舉行司事人員及翻譯員訓練班(1/15) 

 信徒對崇拜禮儀的投

入程度 

 參與司事人數的比率

與質素的提升效果 

 詩班人數與練習時間

的增加 

3. 引領信徒

在崇拜中

領受聖

 提示或講解詩歌與禮儀中的聖言，增進會眾的領受和

投入 

 設立教會祈禱會，增加信徒彼此守望與合一的體驗 

 會眾在崇拜中的投入

程度 

 愛筵人數與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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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聖徒培育部 2015年計劃 

 

背景： 

宏信堂的方向是要發展成為一具有共融性、屬靈素質和能回應時代的教會，故教會按信義宗

的核心信仰──“四個唯獨”（唯獨聖經、唯獨基督、唯獨恩典、唯獨信心）作為牧養和教

導的方向。而 2015-2017年乃以「唯獨聖經‧回應時代‧作天國的工人」作為牧養的主題。

目標是希望能促進信徒熟讀聖經、了解社會需要，並能作出相應的回應與服侍。因此，聖徒

培育部在 2015 年的重點工作將放在鞏固信徒的聖經知識和靈命操練之上。 

 

2015年度部員名單： 

教牧：明詩琪教師 

部長：明詩琪教師 

內閣：陳錦權弟兄、呂慶忠弟兄 

 

2015年度工作目標、策略與指標 

言，建立

相通的聖

徒生活 

 配合崇拜後愛筵的安排，提升信徒相交的機會 

 舉行醫治禮(1/3/15)、立聖餐日崇拜(2/4/15) 

 會友交流與熟識程度 

 教會祈禱會的參與狀

況 

4. 幫助信徒

透過敬拜

見證基督 

 鞏固信徒守主日的信心，鼓勵信徒放下生活重擔，在

崇拜中得到心靈的休息 

 崇拜中強化耶穌基督事蹟和教訓的宣講，建立以基督

為中心的崇拜氣息 

 透過聖樂與肢體相交的元素，建立信徒以喜樂的心進

行敬拜和見證基督徒生命的豐盛 

 更新周刊的內容（如：牧者心、代禱教導），使能達

到消息流通、生命見證的效果 

 舉行戶外崇拜(5/7/15)、堂慶(29/11/15)、報佳音

(24/12/15及聖誕節崇拜(25/12/15) 

 信徒出席崇拜的穩定

性 

 信徒參與崇拜的氛圍

（如喜樂、關愛…等

氛圍） 

 會眾對周刊的回應 

目標 策略 成效指標 

1.普及信徒神

學根基 

 不定期地為慕道者開辦“學道班”，以建立信

仰的基礎。 

 在每主日崇拜後為所有成人信徒開辦系統性

成人主日學，加強信徒的聖經和神學知識。內

容分為經科、系統神學、教會史、實用神學四

範疇，系統性逐年地推行。 

 在 2015年率先推出的課程有:舊約神學(15

堂)、改革運動教會史(約 12堂) 

 出席主日學的比率及投入程度

(半數會友最少參與一項課程) 

2.促進信徒團

契生活質素及

領袖培育 

 按不同團契的特性提供素材，幫助信徒能把聖

經的教導應用於生活之中，建立靈裡相交的生

命素質。 

 團契聚會密度和凝聚力 

 團契參與者在信仰生命的交流

程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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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關懷探訪部 2015年度計劃 

 

背景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鄰如己。」（路 10:27）這是主給我

們最大的誡命。也是信徒活出信仰的實踐法側。而宏信堂的建立更是要成為一“憐憫、醫治、

關愛”的基地，讓人可以透過宏信堂得到天父的治療、眷愛和滋潤，使生命變得更豐盛。因

此，關懷探訪部便承擔著彰顯主愛、建立肢體的使命。透過恆常的關懷和探訪工作，把天父

的眷愛、憐憫和安慰帶到弟兄姊妹當中，促進肢體的相交和合一。 

聖經提醒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上帝來的（約一 4:7）。因此，我們關懷探訪的對

象不單是教會內的弟兄姊妹，還有鄰舍、家人、朋友等……願我們能作為主恩典的流通管子

去接待及關懷鄰舍，把基督耶穌的愛傳遞開去，讓身邊的人都能蒙福。 

 

2015年度部員名單： 

教牧：明詩琪教師 

部長：陳麗玲姊妹  

內閣：陳錦權弟兄、呂慶忠弟兄、黃潤章姊妹、陳景嬋姊妹 

 

2015年度工作目標、策略與指標 

 

 為小組引入主題性的聚會材料，讓弟兄姊妹們

能有更具屬靈質素的肢體相交生活。 

 增設以查經為主的成人團契，以提升肢體的靈

命操練和相交深度 

 開辦「聖經證書課程」以培育事奉及領袖人材 

 完成證書課程人數 

3.增強信徒靈

命操練 

 推行“書法靈修”、“明陣默想”、“數息打

坐”等靈命操練活動,增強信徒把信仰內化，敏

感聖靈的同行，提升屬靈生命的質素。 

 會友參與操練活動的比率和投

入程度 

 半數會友有穩定的靈修習慣 

目標 策略 成效指標 

1.促進新朋友

對教會的認識

和歸屬感 

 送贈迎新小禮品及教會簡介予新朋友 

 巡迴家訪新洗禮家庭 

 出版關懷探訪部簡介單張 

 70%新受洗者被家訪最少一次 

 部員對新朋友或新萄的認識程

度 

2.建立教會的

關愛氛圍和支

持系統 

 定期探訪教友家庭 

 突發性及支援性探訪(如探病) 

 致送生日咭(生日者)、支持咭(考試者)、賀

咭(婚嫁者)和慰問咭(喪/病者)予會友 

 建立代禱網絡(代禱咭) 

 致送母親節(10/5/15)及父親節(21/6/15)

禮物 

 舉辦「中秋節」愛筵(27/9/15) 

 舉辦堂慶愛筵(29/11/15) 

 部員參與家訪比率 

 會友提交代禱咭的主動性 

 會友的相交氛圍 

 會友參與節慶活動的氛圍 

3.提升關懷探

訪的質素 

 舉行關懷探訪技巧訓練(2/8/15、 9/8/15) 

 出版「探訪手冊」 

 招募會友加入關懷探訪部 

 部員對關懷探訪工作的信心與

自主性 

 新增一至兩位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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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青年事工部 2015年度計劃 

 

背景 

宏信堂成立時間尚短，青少年人數並不算多。但教會處身在宏信書院內，青少年的服侍是教

會必然要顧及的重點工作。而現時已開展的工作有「利慕伊勒團契」和「國際社會服務團」，

加上教友子女也有為數不少的高小學生會於一兩年間成長為青年人，故青年事工部需盡早規

劃好教會的青年服侍工作，輔助教會內及宏信書院內的青少年建立其人生價值及意義，幫助

他接觸信仰，認識基督。 

 

2015年度部員名單： 

教牧：明詩琪教師 

部長：陳錦權弟兄  

 

2015年度工作目標、策略與指標 

 

目標 策略 成效指標 

5. 鞏固現時的兩

個青少年聚

會，並鼓勵他們

參與星期日的

崇拜活動 

 增聘同工人手專注於青年事工 

 於主日崇拜增設青年人時段，幫助其習慣出

席主日的聚會 

 團契及主日聚會的

出席率 

 青年人對教會的觀

感 

6. 吸引更多的青

少年與教會接

觸，並向他們傳

遞基督的愛 

 一次歷奇活動（日期約在學校期考後至暑假

開始之間，地點是馬灣基督少年軍訓練場

地）。 

  一次遠足活動（日期約在三月復活節假期

內，地點是石澳龍脊） 

 新增的青少年人數 

 青少年對信仰的興

趣和求知程度 

 青少年對教會的歸

屬感。 

7. 設計洽當的崇

拜程序，令青年

人可在崇拜時

段既可敬拜，亦

可滿足到他們

的需要 

 安排另外形式的崇拜活動，並以唱詩和自

我認識為主要內容 

 唱詩敬拜部份會以教會全年主題為依歸。

信息會在唱詩崇拜時滲透。 

 青少年自我認識會有三個主題，每主題約

三至四個月。本年會有三主題，分別是認

識自我，認識朋友，及認識家庭。 

 認識基督教信仰和

今年的教會主題。 

 對自己、家人、和朋

友有進深的認識及

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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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差傳宣教部 2015年計劃 

 

背景： 

主耶穌給我們的命令，就是要去使萬民成為主的門徒，建立教會。透過宣揚基督的福音，實

踐基督的大使命。而從宏信堂成立前，即自 2012年 7月開始，我們已經與一眾宏信書院的學

生和家長前往國內張家界進行訪宣體驗。及後，差傳宣教部更承接了這項服侍，先後前往泰

國曼谷及東北部、柬浦寨進行訪宣的體驗。以此培育弟兄姊妹及其家庭，透過訪宣活動，提

升作主門徒的操練和靈命素質。 

 

2015年度部員名單： 

教牧：明詩琪教師 

部長：謝連珠姊妹 

 

2015年度工作目標、策略與指標 

 

 

目標 策略 成效指標 

1.提升會友對差傳宣

教的意識和承擔 

 舉行差傳宣教講座及宣傳活動 

 設立「差傳宣教基金」及認捐（錢

箱）活動以支援本會或其他的宣教

事工 

 設立差傳主日讓會友正視差傳宣

教服侍 

 成為海宣部「差傳勇士」的人數 

 差傳基金有恆常的奉獻收入 

 會友願意恆常性資助學生及有需

要的短宣員 

 有為差傳宣教機構奉獻的習慣 

2.增強會友對差傳宣

教的體驗 

 舉行暑期越南親子訪宣活動

（11-18/8/2015） 

 參加者人數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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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兒童事工部 2015年度計劃 

 

事工目標： 承上接下 , 分齡服侍。 

為了培育小朋友對教會的歸屬感及服侍教會的持續性，讓小朋友在兒童崇拜及主日學中學習

聖經教導及應有的服侍態度，期望他們容易投入成人崇拜。 

 

2015年度部員名單： 

教牧：明詩琪教師 

部長：梁慧盈姊妹 

副部長：陳美鳳姊妹  

內閣：張翼旋姊妹、張玉女姊妹、梁巧兒姊妹、鄧瑞琴姊妹 

 

 

1. 兒童崇拜 

目標： 透過兒童崇拜讓小孩們一同唱詩敬拜讚美主, 學習主的話語(道)，建

立崇拜生活，從中學習崇拜禮儀及參與崇拜事奉，例如: 點燭事奉、

金錢奉獻、禱告、認信、聖經分享和教導、群體生活及彼此相愛。 

主題經文： 親愛的，我們要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上帝來的。凡有愛的都是由上

帝而生，並且認識上帝。(約翰一書 4:7) 

對象： 主要為幼稚園 K2至小六。年齡 K2以下的兒童需由家長陪同。 

模式：  歌詩、認罪、讀經、認信 – 讓小朋友學習信義宗崇拜禮儀。 

 各級小朋友一同進行兒童崇拜。 

 兒童崇拜後會帶小朋友回到成人崇拜接受祝福。 

事奉人員：  成人：主禮、大細班主日學導師、協助導師 

 兒童：一位收獻員及兩位點燭員，計劃嘗試加入讀經部分由大班

小朋友分擔。目的: 建立及培養崇拜生活，從中學習崇拜禮儀及

參與崇拜事奉，培養持續服侍的態度及責任感。 

 司琴：待定 

獎勵小 

禮物： 

為鼓勵小朋友準時/出席兒童崇拜，加設準時獎及出席獎。各儲滿十個

『宏信堂-笑哈哈印仔』，即可獲獎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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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日學 

目標： 讓小孩們輕鬆地學習聖經人事、故事、節日、節期及文化背景等。 

對象： 參與兒童崇拜的小朋友。 

模式：  兒童崇拜後分班進行。小朋友會被分成兩班。 

 主日學會以學年為一個學期，即每年 9月至翌年 8月。 

 細班為 K2至小二 ；大班為小三至小六。  

 視乎日後小朋友人數增長情況及導師/協助人手情況再決定是否需

要再分班。 

課程: 1A. 使用教材【同心愛主】及【生命教育】。 

 9 / 2014至 12 / 2014已編制課程如下： 

    細班 : 幼稚級 - 第 1 冊；大班 : 中小級 - 第 1冊  

 1 / 2015至 3 / 2015已編制課程如下： 

       細班 : 幼稚級 - 第 3 冊 、生命教育課 

       大班 : 中小級 - 第 2 冊 、生命教育課 

B. 延伸活動 ：手工 ( 課堂上 )、禱告記錄卡 ( 在家中 ) 

C. 分組活動：以建立孩子間的群體生活及合作 

D. 其他活動 : 聖經故事電影欣賞  

導師及 

協助: 

 各班主要由一位導師教授主日學內容。一至二位協助導師 

        從旁協助教學，看守秩序或教導作業或手工。 

  

3. 活動 

生日會： 每季舉行生日會，暫定為一月，四月，七月，十月主日。生日小朋

友會獲教會贈送生日禮物一份。 

 愛筵： 學習彼此分享，愛人如己。(需視乎主日學時間進度而定) 

兒童獻詩： 堂慶獻詩、節日獻詩。 

洗腳活動： 學效耶穌謙卑為門徒洗腳，讓小朋友學習謙卑服侍態度。 

認識節日： 如聖灰日、住棚節、復活節、聖誕節等 

 

4. 成效指標 

 歸屬感：兒童喜歡參與活動及崇拜的程度 

 肢體生活：兒童相交和合群的程度 

 聖經學習：兒童對聖經知識的掌握和實踐程度 

 服侍態度：兒童參與服侍的態度和積極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