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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價值 Value 

我們認為教會是屬靈也是屬地上的家，透過關愛和同行，肢體可以得到溫暖和

愉快的家庭體驗，並在上帝的道中得著生命的養分，從而傳揚福音，使生命更

豐盛。 

 

使命 Mission 

讓貧乏者得飽足、傷痛者得醫治、乾渴者得滋潤、慕道者得牧養 

 

願景 Vision 

宏信堂成為上帝在地上向人張開的懷抱 

 

宣言 

以十架神學為信仰實踐的核心，在基督道成肉身和殉道者捨己的根基上，透過

仁愛、捨己、甘心樂意、寬恕和憐憫來服事信徒與社區。 

 

經文 

我就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

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約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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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宏信堂從開堂至今，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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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信徒扎根於基督的捨命與救恩之中，

連於元首，被牧養成為更合上帝心意的祭司，時刻為鄰舍禱告。我們渴望透過堂會，讓

貧乏者得飽足、傷痛者得醫治、乾渴者得滋潤、慕道者得牧養，並把宏信堂建立成為上

帝在地上向人張開的懷抱。 

 

二． 2020 年度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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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20 年度牧養報告 

宏信堂從首堂崇拜開始至今這六個年頭裡，已從開荒期進入了自立自養的階段，弟兄姊

妹也有不少在上帝的道中成長起來，可以在教會的各項聖工之中分擔領導的工作。同時

間在過去數年之間，香港社會陷入動蕩不安的處境，無論貧富懸殊、政治爭拗、人心分

化、關係撕裂等現象，都對弟兄姊妹的工作、學業、家庭、個人精神健康、情緒和信仰

上，產生了不少衝擊和挑戰。 

因此，因應著弟兄姊妹的需要，堂會的牧養工作在推動聖經學習和肢體關顧方面之外，

更會在「信仰生活化」方面加強培育，在祈禱、信仰反思和社區服事實踐上多加操練，

希望能幫助到信徒建立對上帝的交托、依靠的信心，從而能勝過由生活而來的諸多困難

與試探。 

宏信堂在 2020 年的牧養方向，仍是以「唯獨恩典‧聖徒相通‧現肢體的相交」作為主題。

目標是希望能推動信徒學習，不管順逆仍要感恩，好好領會上帝所賜予的恩典和福氣。

同時，繼續推動參與小組學習和團契生活，提升肢體在互相扶持、互相守望、聖徒相通

上的關係，使能面對目前社會的挑戰，並能一起承擔起基督的大使命。 

 

A. 堂會整體概況 

 

1 同工團隊 

1.1 堂主任：明詩琪牧師（2020.06.30 止）／代堂主任：呂慶忠（2020.07.01 起） 

1.2 行政幹事：崔  衛 

1.3 福音幹事：丘靄妮 

 

2 執事部與各部門內閣 

執事會自 2017 年 7 月成立以來，各執事克盡己職，除肩負起執事的僕人服事工作外，

也兼任部門領導的角色。與眾內閣成員，在工餘時間內仍努力事奉，與牧者一起承

擔起上帝的管家責任，服事眾肢體。而 2020 年的執事及部門內閣成員如下： 

堂主任：明詩琪牧師 

執 事：鄧嘉南（主席）、梁慧盈（書記）、陳麗英（財政）、陳美鳳（司庫）、 

沈靜雯、黃秉中、麥慶基、陳麗玲、鄧李和 

崇拜部 部長：黃秉中、麥慶基（副部長） 

內閣：林翠芳、陳麗英、周錦紹、張翼旋 

培育部 部長：沈靜雯 

關懷部 部長：陳麗玲 

內閣：黃潤章、陳景嬋、張翼旋 

外展部 部長：鄧李和 

內閣：黃家文、鄧健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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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事小組 

為提升執事會輔助牧養工作的專注性，特在執事會之下設立人事小組，以提升堂會管理

的效能，其具體職能如下： 

1. 調節教牧及同工們的工作量、壓力、休假及福利等事宜，讓同工得到均衡的作息安

排。 

2. 協助新同工的招聘、入職適應等事宜。 

3. 協助執事會進行同工試用期及年度工作評估，以促進彼此的配搭和合一。 

成員： 

教牧：明詩琪牧師 

組長：呂慶忠 

成員：鄧嘉南 (當然成員 ~ 執事會主席)、陳美鳳（執事代表）、江永明 (信徒代表) 

 

4 教友大會 

a. 2020 年 1 月 19 日舉行了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當日有 27 位具選舉權教友出

席及 1 位信徒列席，並審議了 2019 年度的事工及財務報告及 2020 年度的事工

計劃與財政預算。 

b. 2020 年 10 月 11 日舉行了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以選舉新一屆的執事團隊，當

日共有 34 位具選舉權教友出席，4 位信徒列席。在大會中，選出了鄧喜南弟兄、

鄧李和弟兄、陳美鳳姊妹、梁志龍弟兄、陳美賢姊妹五位出任 2021 年-2023 年

的執事，連同任期未滿的黃秉中弟兄及陳麗英姊妹，合共七人組成了新一年度

的執事團隊。 

 

5 教友人數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在宏信堂教友名錄中，具選舉權（成人及已堅振）教友為 86

人，未具選舉權（兒童及未堅振）教友為 66 人，總教友人數維持 152 位教友。 

 

6 崇拜出席情況 

2020 年本堂每主日崇拜（連同透過網絡參與崇拜者計）平均出席人數： 

 18 歲及以上成人 55 人 

 18 歲及以下兒童：13 人 

 崇拜平均出席總人數：68 人 

2020 年本堂每聖餐主日主日受餐教友平均人數： 

 18 歲及以上成人 35 人 

 18 歲及以下兒童：12 人 

 崇拜平均出席總人數：47 人 

本堂教友恆常奉獻率：2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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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事及行政狀況 

a. 堂主任明詩琪牧師於 2020 年 7 月 1 日離任，並於 10 月 15 日前往德國明斯特大

學就讀神學博士課程。 

b. 堂會暫未聘到合適傳道同工，2020 年 7 月起由呂慶忠弟兄出任代堂主任。 

 

B. 牧區工作 

1. 成人牧區 

a. 明詩琪牧師不定期約談教友、老師、家長及青少年 

b. 成人主日學 

i. 由明詩琪牧師任教之《出埃及記-讓我的子民出去》課程於 2020 年 1 月 12

日開始。後因疫情的原因，改為星期五晚 8:00-9:00 透過 Zoom 進行。內容

包括： 

1 1 月 12 日 前言 (1 章) 

2 3 月 13 日 我們的發現 (2 章) 

3 3 月 20 日 主人、使命、工具 (3:1-4:17) 

4 3 月 27 日 回歸 (4:18-6:30) 

5 4 月 3 日 十災 (7-11 章) 

6 4 月 10 日 預備被釋放 (21:1-13:16) 

7 4 月 17 日 被釋放 (13:17-15:21) 

8 4 月 24 日 脱離為奴通往自由的步伐 (15:22-18:27) 

9 5 月 8 日 七七節的神蹟 (19-20 章) 

10 5 月 15 日 約書 (21-23 章) 

11 5 月 22 日 彼此關係的確認 (24 章)  

12 6 月 5 日 自由的祭壇 (25-31 章；35-40 章) 

13 6 月 12 日 跌倒與重新立約 (32-40 章) 

課程於 2020 年 6 月 12 日完成，出席主日學的肢體有： 

張翼旋、鄧李和、關婉姫、呂慶忠、黎瑩、黃秉中、林翠芳、方惜清、丘

靄妮、呂凱詩、梁巧兒、陳美鳳、陳景嬋、林敏儀、汪田分、李倩茵、韓

瑾。 

ii. 由明詩琪牧師任教之《新約導論》課程於 2020 年 6 月 26 日開始，逢星期

五晚上 8:30 透過 Zoom 進行。內容包括： 

1 背景 

2 新約的歷史世界 

3 巴勒斯坦的政治世界 

4 第一世紀的宗教環境 

5 新約的語言及聖殿禮儀 

6 耶穌的存在會否有客觀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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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耶穌的生平 

8 福音書與福音書的神蹟 

9 耶穌教訓與其文學形式 

10 保羅書信 

11 保羅生平 

12 一般書信與新約正典的形式 

課程已於 10 月 9 日完成。參加課程的弟兄姊妹包括： 

張翼旋、鄧李和、關婉姫、呂慶忠、黎瑩、黃秉中、林翠芳、方惜清、丘

靄妮、呂凱詩、梁巧兒、陳美鳳、陳景嬋、林敏儀、韓瑾。 

iii. 由呂慶忠弟兄在第二、四兩主日崇拜後任教之《結出聖靈的果子》課程於

10 月 18 日開始 ： 

1 10 月 18 日 導論：聖靈果子與恩賜 

2 11 月 1 日 仁愛篇：何為愛 

3 11 月 15 日 仁愛篇：真愛的特質 

4 待疫情過後待續 仁愛篇：委身之愛 

5 待疫情過後待續 仁愛篇：上帝的話就是愛 

參加課程的弟兄姊妹包括： 

鄧李和、關婉姬、張玉女、陳美鳳、周錦紹、陳美賢、陳麗玲、黎瑩、

倪力爭 Eric、劉佩珊、許偉康、麥慶基、張翼旋、梁巧兒、梁慧盈、林

翠芳、黃秉中、黃子晉、黎玉珍、張璟、陳百達。 

c. 馬丁路德信仰之旅 

為提升弟兄姊妹對信義宗的認識，本堂邀請了信義宗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羅永

光博士為我們安排了在 2020 年 8 月 4 日至 16 日的「馬丁路德信仰之旅」學習

團。全團將會由明牧師領隊，羅博士講解及指導。唯因疫情影響，雖把出發日

期改至 2021 年 4 月，但疫情仍然嚴峻，最終在參加者共識下，取消是次學習團。 

d. 聖樂服事 

詩班恆常於主日的下午進行練詩，2020 年度的服事包括： 

 在明牧師協助伴奏之下，詩班在練詩時錄製了 61 首《頌主新詩》，並已在

本堂網頁及 Facebook 上存放，不少弟兄姊妹都上網聆聽並以此作為靈修，

反應良好和表達十分贊賞。 

 恆常不定期在崇拜中獻詩 

e. 祈禱會 

在 2020 年 10 月，為加強肢體的禱告操練，除逢第二、四兩主日崇拜後的全堂

祈禱會外，亦在 Whatsapp 中增設了祈禱會群組讓肢體在同一時間，不同地點進

行禱告，以加強對教友的支持和關懷，學習以禱告承托教會的操練。參與的弟

兄姊妹有：呂慶忠、林翠芳、黃秉中、孫中穎、張翼旋、梁巧兒、陳美賢、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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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英、陸小梅、劉珠嬌、黎瑩、江永明、明牧師、鄧嘉南、Arthur。大家時有在

群組中禱告和互相關懷，展現出聖徒相通、互為肢體的情操。 

f. 靈修書藉送贈 

感謝明詩琪牧師把在宏信堂多年講道的內容輯錄成書——「還可以嗎？」，讓她

的教導、對耶穌福音的宣講和對弟兄姊妹的關愛情誼，透過文字遺留給宏信堂

的每一位肢體。而教會亦特地把書送贈給每一位會友作為靈修之用，期肢體們

能在家中也繼續得到牧養。而明牧師更把 99 本書不計成本地送贈給宏信書院義

買給家長作為傳福音及學校籌款之用。 

2. 青少年牧區 

受到疫情影響，青年敬拜隊、青年崇拜等聚會均未能進行。青少年的關顧則由牧區

長以個人連繫方式給予關懷和支持。 

3. 兒童牧區 

受到疫情影響，全年只能維持了 6 次兒童主日學。各兒童的牧養則由牧區長以個人

連繫及傳送靈修視像方式給予栽培和關懷。 

4. 樂齡牧區 

受到疫情影響，未能進行長者家訪，改以電話訪談方式，給予長者關懷和支持。 

5. 學校牧區 

受到疫情影響，學校未能正常地進行實體上課，堂會只能在僅有的實體上學空間內

接觸學生及參與學校的活動。在 2020 年內，除由明詩琪牧師代表堂會定期參與老師

的事工會議及校董會，給予支持和協助外，其他為學校提供的服務包括： 

 次數 總人次 備註 

老師靈修 GTG 2 105  

學生個人佈道訪談 中學(人數) 120 155 決志人數: 4 

小學(人數) 136 171 決志人數: 18 

基督少年軍： 

靈修與宗教章的課程教授 

7 70  

6. 社區服事 

a. 受到疫情影響，原定為天朗中心舉辦的聖誕聯歡會因而取消，改由堂會的小朋

友手繪的和粉彩聖誕咭及購買聖誕禮物交由中心社工代為轉贈給有需要小朋友，

讓他們也能感受到關懷和祝福。 

b. 此外，本堂也與天朗中心達成合作計劃，推出「宏信堂/天朗中心～兒童發展基

金」，為有濫葯問題家庭的貧窮兒童（12 歲或以下），提供配對式的儲蓄緩助，

以支援及保護兒童的成長及發展，減少毒品對兒童（下一代）的影響，並鼓勵

相關家庭關注兒童成長/發展，建立儲蓄習慣。首期計劃名額為四位天朗中心兒

童，並已獲本堂四個家庭支持和報名參與，由 2021 年 4 月開始，為期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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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20 年度部門事工概略 

崇拜部 

I. 2020 年度部員名單 

教  牧：明詩琪牧師 

部  長： 黃秉中 

副部長： 麥慶基 

內  閣： 陳麗英、張翼旋、周錦紹、林翠芳 

 

II. 2020 年度目標 

 透過各崇拜(成人崇拜、青年崇拜、兒童崇拜)、信徒恆常事奉工作、祈禱會及詩班，通過

關愛及同行，建立親密關係，令宏信堂成為弟兄姊妹屬靈屬地上的家。 

 

III. 2020 年度事工及成果 

事工 任務 
具體事務 

推行情況及來年建議 

成效 

指標 
成果 

行政

管理 

- 優化教會的行政

及資訊處理系

統，讓日常運作

得以暢順和具

效率。 

- 定期檢視教會電腦系統，按需要適時更

新硬件及軟件。 

- 本年度定期檢視及提升電腦系統。 

- 成立資源管理團隊，專責設置相關系統

及支援幹事處理日常運作。 

- 資源管理團隊為麥慶基、黃秉中、宏信

書院資訊科技部 Iry。 

 

- 教會行

政運作

系統暢

順 

 

- 行政

運作

暢順 

物資

管理 

- 訂定各類器材、

設施和物資的

儲存及使用手

則。 

- 定時執拾、檢查

和維修相關物

資與設施，使能

配合日常運作

及減低不必要

的損耗。 

- 制訂物資清單 

- 本年度幹事已點算物資及重新制訂物

資清單。 

- 配合辦公室進行物資的整理與存點。 

- 來年可以為新加的物資，例如琴編上號

碼，舊有的如電腦、投影機等編好號

碼。 

- 物資管

理流程

暢順 

 

- 物資

管理 

流程

暢順 

崇 拜

物 資

及 流

程 管

理 

- 崇拜（成崇、青

崇、兒崇）及大

型 聚 會 的 場

地、設施及應用

物資預備，使聚

會能順暢進行。 

- 包括：借用場

地、場地及音響

- 分階段更新音響系統，使崇拜能順暢進

行。 

- 本年度借用學校音響，音響效果提升。 

- 由於疫情關係，轉為網上崇拜， 4 月

購入音響及上網直播軟件，效果理想。 

- 開設教會手提電話作崇拜錄影之用，提

升錄影功能。 

- 來年亦嘗試尋求不同渠道播放崇拜，例

- 崇拜順

利進行 

 

- 實體

及網

上崇

拜大

致順

利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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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置 

  、崇拜用品預備

及擺放、事後執

拾等。 

如 Zoom、YouTube，期望教友在不同

空間、軟件上能夠參與崇拜。 

- 邀請更多肢體參與事奉，組織更強事奉

團隊，分工合作。 

- 疫情令實體崇拜暫停，故未能擴大事奉

團隊。 

- 來年 1 月份，再由執事部發出「事奉崗

位意願問卷調查」給教友，然後 2 月

發出「事奉崗位指引」、培訓班及成立

「事奉崗位組長」，強化事崗團隊，增

加崇拜氣氛及流暢度。 

 

詩班

管理 

- 持續練詩，穩    

  定質素。 

- 推動詩班的發展

和質素提升，增

加信徒在聖樂

服侍上的委身。 

- 不定期崇拜獻詩 

- 本年度詩班在不同節日及活動 

  中獻詩。 

- 持續錄製頌主詩歌 

- 本年度完成整理詩班錄製的 61 

  首頌主新詩。 

- 並放在內聯網及 FACEBOOK 群 

  組內，方便教友隨時收聽。 

 

-教友熟習

詩歌 

 

- 因為

多了

收聽

詩歌

的機

會，

教友

更熟

習詩

歌， 

 

舉 行

祈 禱

會 

- 推動讀經、禱告

與生活的融合。 

- 鼓勵及推廣祈禱

會的重要，藉此

提升弟兄姊妹

經驗禱告的力

量與禱告生活

的建立。 

- 持續推行每週定日定時的祈禱會 

- 10 月 25 日開始全堂祈禱會 

- 因疫情關係，只舉辦了三場。 

- 來年祈禱會讓教友熟絡後，邀請教友領

禱;並延長分組時間，增加教友互相溝

通機會。 

- 設立了 WHATSAPP 祈禱會群組，讓教

友發放代禱及建立恆常禱告的習慣。 

 

-教友建立

恆常禱

告的生

活  

 

 

- 逐漸

培養

禱告

習慣 

 

IV. 2020 年度崇拜部收支結算 

 項目 預算 

1 崇拜用品 $   6,200 

2 司琴 ($500 x 2 次 x 12 個月= $12,000)  $  12,000 

3 講員費 ($500 x 28 次 = $14,000)  $  14,000 

4 詩班用品 ($600 x 13 次 = $7,800)  $   7,800 

5 鮮花 ($150 x 52 個星期 =  $7800) $   7,800 

6 雜項 $   3,400 

 總開支: $  51,200 

- 除了講員費超支，其他項目沒有超支 

- 崇拜部總開支沒有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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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部 

I. 2020 年度部員名單： 

教牧：明詩琪牧師 

部長：沈靜雯姊妹 

 

II. 2020 年度事工及成果： 

1. 全堂主日學課程：  

– 雖受疫情影響，但由明詩琪牧師預定之兩項主日學課程均以網上授課的形式全部完

成（詳情請參閱上列牧區報告） 

2. 組織及編排主日學及崇拜導師、助教團隊 

– 工作完成，由於疫情，大多數課堂暫停 

3. 兒童及青年預苦期教導：由於疫情暫停 

4. 協助舉辦全堂日營：由於疫情暫停 

5. 安排製作堂慶、母親節及父親節禮物 

– 由於疫情暫停母親節禮物製作 

– 父親節禮物完成簡單的貼紙畫 

– 堂慶為天朗中心預備粉彩畫 

6. 青年敬拜小組：由於疫情暫停 

7. 代購成人靈修書籍：由於疫情暫停 

 

關懷部 

I. 2020 年度部員名單： 

教牧：明詩琪牧師 

部長：陳麗玲姊妹  

部員：黃潤章姊妹、陳景嬋姊妹、張翼旋姊妹 

 

II. 2020 年度事工及成果： 

1. 促進新朋友對教會的認識和歸屬感 

 已預備迎新小禮物及簡介送給新朋友 

2. 建立教會的關愛氛圍和支援 

雖受疫情影響，大部份既定計劃並未能執行，但亦在有限條件下完成了下列事工： 

 以 whatsapp 致送電子版洗禮紀念咭給各教友，一起感恩 

 致送父親節禮物 

 購買小禮物給學校老師 

 購買了堂慶禮物及協助堂慶愛筵 

 寄送實體聖誕咭給各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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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部 

I. 2020 年度部員名單 

教牧：明詩琪牧師 (1-7 月) 

部長：鄧李和弟兄 

內閣：黃家文弟兄、鄧健偉弟兄 

 

II. 2020 年度目標： 

強化學校福音事工的協作和成效 

提升信徒對外展宣教的意識和動力 

提升信徒對社區宣教的意識和動力 

 

III. 2020 年度曾行的事工及相關統計 

事工/活動名稱 推行次數 參與人數/人次 備註 

持續與學校合辦家長團契、學生團

契及協作事工 

 學生團契其中一名參

加者能加入本堂聚會 

上半年由明

牧師安排 

協助學校舉辦基督少年軍 7 40 人  

「海宣將臨期 - 兒童差傳靈修」 

以禱告迎接聖誕 

1 14 人 

 

 

舉辦社區關愛活動 (天朗中心聖誕

聯歡會) 

1 30 人 因疫情關

係，禮物由天

朗中心代派。 

 

IV. 2020 年度部門收支結算 

1. 天朗中心活動捐獻收入 ($2,725.70) 

2. 天朗中心活動支出  $2,932.25 

3. 福音事工(將臨期兒童靈修材料包)  $896 

4. 什項開支 (如：宣傳單張、橫額、海報)   $1,277 

5. 基督少年軍隊牧課程培訓               $600 $5,705.25 

總支出結算 $2,979.55 

 

V. 整體成果 

1. 由於 2020 年的疫情關係，與學校合辦家長團契、學生團契及協作事工及天朗中心聖

誕聯歡會等面對面接觸的活動都未能舉行。 

2. 唯有基督少年軍集隊，是用網上上堂方式進行。 

3. 此外，總辦海宣的將臨期兒童差傳靈修包，已成功派發給十多位小朋友，與家長親

子活動，以加深對聖誕節的認識。 

 

VI. 來年須改善或要留意的建議  

1. 可經由學校多發出一些教會資訊，讓家長及學生更加瞭解教會情況及活動，如基督

少年軍立願禮，亦歡迎大家參與教會堂慶典禮。 

2. 教會舉行迎新活動給決志的老師及學生，繼而鼓勵他們參與各種活動及團契。 

3. 爲天朗中心家庭已籌備一段時間的「兒童發展基金」事工，將於 2021 年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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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20 年宏信堂大事回顧 

 

1 月 5 日   第一次大團小組 

1 月 19 日  2020 年第一次教友大會 

6 月 14 日        主日學《從舊約聖經看禱告》星級證書頒獎禮 

7 月 26 日   明詩琪牧師赴德國進修差遣禮 

9 月 13 日        候選執事分享會 

10 月 11 日  2020 年第二次教友大會及生日會 

10 月 26 日   靈修彩繪退修日營 

11 月 15 日  執事退修會      

11 月 29 日   七周年堂慶 

12 月 1 日-25 日 Let It Glow 主耶穌 將臨期兒童差傳靈修 

12 月 25 日  聖誕節崇拜 

天朗中心聖誕聯歡（禮物送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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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事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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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21 年度牧養方向及目標 

I. 前言 

A. 宏信堂從開堂至今，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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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信徒扎根於基督的捨命與

救恩之中，連於元首，被牧養成為更合上帝心意的祭司，可以時刻為鄰舍和我們身邊

的人代求。讓貧乏者得飽足、傷痛者得醫治、乾渴者得滋潤、慕道者得牧養；把宏信

堂建立成為上帝在地上向人張開的懷抱。 

B. 在 2019-2020 這兩年，堂會以「唯獨恩典‧聖徒相通‧現肢體的相交」為主題，除了繼

續推動各類培育課程，讓弟兄姊妹在信仰上認識和感受耶穌基督為我們捨身的恩典外，

也重組了各成人小組，積極推動肢體在屬靈生命相交上和團契生活，使能達至聖徒相

通、互相守望，一起承擔起基督的大使命。 

C. 在面對 2021 年，弟兄姊妹承受著過去社會事件的衝擊、疫情不知何時結束、堂會欠缺

傳道同工、經濟困境等種種壓力與不安。生活變得沒有動力，人際關係也轉趨疏離，

身心與靈命也有機會變得疲弱…… 

D. 為此，如何幫助弟兄姊妹在信仰上尋找出路，回歸靠主得勝的喜樂生活？便成為堂會

在未來牧養上的焦點。 

 

II. 2021-2022 年的主題和目標 

A. 年度主題：唯獨信心﹒靠主得力﹒行福音的使命 

B. 年度目標： 

幫助信徒透過研經與禱告，與天父建立更緊密和信靠的關係，從而提升弟兄姊妹間的

凝聚力與服事的能力，使能更有效地實踐福音的使命。 

 

具體的目標為： 

1. 推動禱告操練與聖經學習，以提升信徒對上帝的信心與依靠 

2. 推動信徒在小組生活及事奉體驗中建立更有盼望和喜樂的生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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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區

成人牧區

家庭探訪

小組及團契

學道及查經班

個人別關顧

青少年牧區

團契及敬拜隊

個別關顧

兒童牧區

堅振禮班

團契及小組

個別關顧

樂齡牧區

探訪

個別關顧

學校牧區

學生及家長小組

早會及教師靈修

基督少年軍

個別關顧

教友大會

崇拜部

祈禱會

崇拜影音及
場地管理

司事人員統籌

培育部

主日學

培靈及培育
活動

兒童及青年
崇拜

關懷部

新人關顧

肢體關顧

愛筵及茶點

慈惠事工

外展部

學校福音事工

社區服務及
佈道事工

差傳事工

堂主任 執事會

七． 2021 年度組織架構 

 

 

 

 

 

 

 

 

 

 

 

 

 

 

 

 

 

 

2021 年度執事會 

代堂主任：呂慶忠弟兄 

主席：鄧嘉南 

書記：陳美賢 

會計：陳麗英 

司庫：陳美鳳 

部長： 

崇拜部：黃秉中 

培育部：陳美賢 

  關懷部：梁志龍 

 外展部：鄧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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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2021 年度牧區工作方向 

I. 牧區定位：由堂主任策劃及統籌各項牧養工作，其他同工及相關執事與信徒透過部門的

工作輔助推行。 

II. 青少年牧區長：陳美賢、張翼旋、梁巧兒、關婉姬、張玉女、麥慶基、丘靄妮 

III. 核心工作：培養信徒個人靈命的成長及信仰的素質，並促進肢體相交，幫助信徒能在生

活中實踐信仰，流露出屬靈生命的氣質。 

 

IV. 恆常事工： 

牧區 事工 事工重點 

成人 個人及家庭

探訪 

以個別牧養方式培育信徒及其家庭在信仰上扎根。包括：個人面談

或輔導、家庭關顧探訪。 

 小組及團契 按牧養策略給予小組及團契學習主題和教導，培育信徒的靈命素

質。 

 學道及查經

班 

按會友信仰程度安排學道班及查經班，提升慕道者及信徒的聖經和

信仰知識。 

 崇拜牧養 主領崇拜的規劃和內容，指導事奉團隊執行各流程，讓信徒能透過

敬拜得到牧養。 

 聖樂牧養 規劃教會的聖樂事工，領導詩班及事奉團隊推行各項聖樂事工，讓

信徒能透過聖樂得到牧養。 

 祈禱會 訂定祈禱培育的模式，指導事奉團隊推行祈禱會、祈禱運動等操

練，幫助信徒建立禱告及代禱的生活。 

 領袖培育 督導執事會的運作，輔助執事會主席主領執事會及指導以符合聖經

的原則作出決策；另按需要負責策劃執事訓練班和執事退修營，以

培育弟兄姊妹成為合乎上帝所用的僕人領袖。 

青少 個人牧養 以個別牧養及輔導的方式，培育青少年在信仰上扎根和成長。 

年 小組及團契

牧養 

指導及培訓事奉團隊規劃青少年的小組及團契生活，並按需要參與

教導的工作，讓青少年得到適切的牧養。 

兒童 個人牧養 以個別牧養及輔導的方式，培育兒童在信仰上扎根和成長。 

 堅振禮班 負責安排堅振禮班，讓少年重新確認信仰，提升信仰與生活的結合。 

 小組及團契

牧養 

指導及培訓事奉團隊規劃兒童的小組及團契生活，並按需要參與教

導的工作，讓兒童得到適切的牧養。 

樂齡 個人牧養 以個別牧養及輔導的方式，幫助長者在信仰上扎根和牧養。 

 小組及查經 指導事奉團隊規劃各類長者小組和查經活動，幫助長者融入教會生

活，建立彼此守望的屬靈關係。 

學校 學生小組及

團契 

規劃及帶領同工及弟兄姊妹主領以宏信書院學生為對象的信仰小

組或團契，讓書院學生得到福音和牧養。 

 基督少年軍 參與基督少年軍的聖經教導及牧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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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小組及

團契 

規劃及主領以宏信書院家長為對象的信仰小組或團契，讓學生家長

得到福音和牧養。 

 教師團契 參與書院的教師團契，透過信息宣講，讓書院老師得到牧養，使更

有力推行基督教教育。 

 早會宣講 參與書院的早會信息宣講，加強全校師生對福音和信仰上的認識。 

 靈命輔導 為個別有需要的老師、家長、學生提供個人面談和輔導，幫助他們

學習以信仰支撐生活。 

 

V. 2021 年度焦點事工（配合不同部門一起協作） 

A. 策劃及推動培靈、讀經及主日學等培育事工，以促進信徒的屬靈生命成長； 

1. 推行「培靈主日」、「專題成人主日學」及「網上研經班」 

2. 推行兒童及青少年主日學及網上聖經學習 

3. 推行讀經運動及大團小組聖經問答比賽 

4. 推行成人小組主題研經及靈修分享 

 

B. 建立禱告與關懷網絡，以支援信徒在生活或心靈上的需要； 

1. 推行全堂祈禱會及網上祈禱小組，經歷靠主得力的生活見證 

2. 推行長者關懷探訪事工，以加強對長者的照顧 

 

C. 推動牧區對青少年的牧養與維繫 

1. 維持青少年牧區長的交流，以鞏固對青少年的關顧與牧養 

2. 提供行政及物資上的支援，提升牧區長對青少年的關顧效益 

3. 推行兒童及青少年主日康體及主題活動，以提升青少年的凝聚力與歸屬感。活動形

式可考慮： 

a. 第一、三主日，下午 1-2 時 - 少年敬拜隊 

b. 第二、四主日，各式活動 (如：打波，水槍戰，踩單車，燒烤樂，烹飪班等) 

 

D. 維繫堂校協作的關係，使能提升學校福音工作的效果； 

1. 推行學生個人佈道及關懷訪談 

2. 輔助基督少年軍的信仰栽培及福音活動推行 

3. 設立「學校教育主日」以表達對老師的支持 

 

E. 輔助執事團隊的日常運作，以提升對肢體的服事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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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2021 年度各部門事工計劃 

I. 崇拜部 

A. 2021 年度部員名單 

代堂主任：呂慶忠 

部    長：黃秉中 

副 部 長：麥慶基 

內    閣：陳麗英、張翼旋、周錦紹、林翠芳 

B. 2021 年度目標 

推動敬拜與禱告的生活建立，並藉主日崇拜的司事服事、祈禱會及詩班，促進人與上帝

之間、肢體之間的關係凝聚，使能活出信仰的動力，把宏信堂建立為弟兄姊妹在屬靈與

屬地的一個家。 

C. 2021 年度焦點事工 

1. 優化崇拜運作流程，讓弟兄姊妹更能投入敬拜當中 

a. 預備崇拜（成崇）場地、設施及應用物資，使聚會能順暢進行； 

b. 配備合適的網上直播軟件，嘗試尋求不同渠道播放崇拜，讓教友在不同空間及軟件

上能夠參與崇拜。例如 zoom、youtube； 

c. 加強事奉崗位培訓，讓弟兄姊妹能在崇拜的服事當中凝聚與上帝的關係； 

d. 發出「事奉崗位意願問卷調查」給教友，然後發出「事奉崗位指引」、增設培訓班

及成立「事奉崗位組長」，強化事奉團隊中建立生活動力，強化事奉團隊，增加崇

拜氣氛及流暢度。 

2. 推動禱告生活的建立，讓弟兄姊妹從禱告中得力 

a. 推行全堂祈禱會，凝聚與上帝及肢體的關係； 

b. 設立 WHATSAPP 祈禱會群組，讓肢體發放代禱信息及跨時空的禱告聯繫，以促進

互相守望的肢體關係。 

3. 推動詩班和少年敬拜隊的發展與質素提升，增加信徒在聖樂服事與敬拜上的委身，並

從中建立活躍的靈命 

a. 為少年敬拜隊和成人詩班提供系統式培訓，並作出不定期的獻詩； 

b. 持續錄製頌主新詩，為信徒提供靈修及聖樂培育上的輔助。 

4. 優化教會的行政及物資管理系統，讓日常運作得以暢順和有效率 

a. 定期檢視教會電腦系統，按需要時更新硬件及軟件，以支援幹事日常事務的運作； 

b. 制定各類器材、設施和物資的儲存與使用手則；並定時執拾、檢查和維修相關物資

與設施，使能配合日常運作、減低不必要的損耗，以提升資產使用的效益。 

D. 2021 年度財政預算 

 項目 預算 

1 崇拜用品   $   6,200 

2 司琴 及講員費($600 x 3 次 x 12 個月) + （$600 x 53 次）   $  53,400 

3 詩班 ($600 x 25 次) + ($600 x 20 次)   $  27,000 

4 鮮花 ($150 x 53 次 =  $7950)   $   7,950 

5 雜項   $   3,000 

 總開支:   $ 9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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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培育部 

 

A. 2021 年度部員名單 

代堂主任：呂慶忠 

部    長：陳美賢 

內    閣：沈靜雯 

 

B. 2021 年度目標： 

配合教會的牧養方向，為信徒提供適切的聖經學習課程及信仰實踐的培育活動，以幫助

信徒建立一個靠主得力的學習與服事生命。 

 

C. 2021 年度焦點事工 

1. 讀經與聖經學習 

a. 每日讀經計劃及大團小組聖經問答比賽 

b. 成人主日學／專題研習 

i. 培靈主日：彰顯主的大能 

 2021.03.14 陳翠儀牧師：個人彰顯復活的大能 

 2021.03.21 張振華監督：職場彰顯復活的大能 

 2021.03.28 陳志強牧師：家庭彰顯復活的大能 

 2021.04.04 羅雪雯牧師：教會彰顯復活的大能 

ii. 網上研經課程： 

 2021.01.15- 2021.02.05 週五晚 「以賽亞與二王的爭鋒」(張振華監督) 

 其他研經課程（待定） 

iii. 主日崇拜後課程：結出聖靈的果子 （呂慶忠） 

iv. 主日崇拜後課程：輕輕鬆鬆學神學 (羅永光博士) 

 2021.09.05：輕輕鬆鬆學神學 

 2021.10.03：我是人 

 2021.11.07：我是主的人 

 2021.12.19：我是信義人 

c. 兒童及青少年主日學 

透過恆常的主日學，讓兒童的教會生活增添意義，鼓勵兒童以聖經教導為生活準則。

兒童參加之活動除了互相增進友情外，並引領他們積極地討論信仰。藉此培養兒童

健康心靈及良好品格。 

主日學於崇拜後以分組方式進行，分級及選用教材安排如下： 

A 班：3-12 歲兒童 

B 班：8-12 歲兒童 

主日學內容採用「童心愛主」教材套 

C 班：13 歲以上青少年： 

主日學內容採用 Spark Activate Faith Grade 5-6 Learn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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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兒童崇拜 

採用「童心飛躍」信仰互動教材，教材是採用教會年之三代經課經文為主軸，讓全

堂兒童及青少年一起參與，透過敬拜上帝，令生命充滿動感。但本年度由於疫情關

係，兒童留在家中，透過牧區長定時向家長及青少年人發放「童來崇拜」的短片，

也能讓兒童及青少年定時收到信息。 

 

2. 事奉人員培訓 

a. 崇拜司事人員培訓 2021 年 2 月 

b. 主日學導師退修日 2021 年 6 月 

c. 兒童及青少年牧區長交流會 2021 年 3, 6, 9, 12 月 

d. 小組長交流會 2021 年 6, 12 月 

e. 執事退修會 2021 年 11 月 

 

VII. 2021 年度開支預算 

1. 成人課程導師費 （$1200 x 8 堂）         $9,600 

2. 兒童及青少年茶點 (主日學$2000+牧區$3000)      $5,000 

3. 書藉及教材             $6,000 

4. 活動禮品及獎品            $2,400 

5. 其他及什項開支（德國學習之旅開支$10,000 + 其他$2000 ）  $12,000   

總開支：$35,000  

 

 

III. 關懷部 

 

A. 2021 年度部員名單 

代堂主任：呂慶忠 

部    長：梁志龍 

內    閣：陳麗玲姊妹， 張翼旋姊妹，黎瑩姊妹，黃潤章姊妹，陳景嬋姊妹 

 

B. 2021 年度目標： 

推動信徒彼此服事與關愛的生活實踐，並促進新朋友及學校老師對教會的認識和歸屬感。 

 

C. 2021 年度焦點事工 

1. 促進新朋友對教會的認識和歸屬感 

a. 新人接待 - 派發迎新教會宣傳單張 

b. 建立新朋友聯絡系統，以保持對新朋友之聯繫。 

 

2. 促進對會友的關愛和支援 

a. 建立關懷探訪隊，定期為堂會長者進行家訪禱告活動；並對有需要的家庭、患病肢

體及臨終關懷會友提供探訪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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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致送電子受洗紀念咭、支持咭(考試者)，賀咭(婚嫁者)和慰問咭(喪/病者)以保持對肢

體的支援與聯繫。 

c. 為海外及堂會肢體致送聖誕及新年實體賀咭以表達親切的關懷。 

d. 預備崇拜後小茶點、大團小組生日蛋糕及堂慶愛筵，以促進肢體的凝聚力。 

e. 致送母親節及父親節禮物以營造家庭關愛的氛圍 

 

3. 促進與學校的關係建立 

a. 配合外展部的工作，在學校教育主日（九月），為宏信書院老師送上敬師紀念品及

祝福，以表達對老師的關懷。 

 

D. 2021 年度財政預算 

項目 價錢 

探訪禮物及交通費 $1500 

學校老師紀念品及迎新宣傳單張 $500 

父，母親節禮物 (每次約 60 份) $1000 

愛筵堂慶津貼 ($3500 x 2) $7000 

大團小組蛋糕 x 4 $2500 

小茶點(崇拜後) (每次約$150) $6000 

其他支出 (聖誕咭及新年賀咭 / 花圈 / 花籃) $2000 

堂慶禮物 ($20 x 150 人) $3000 

總開支： $2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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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外展部 

 

A. 2021 年度部員名單 

代堂主任：呂慶忠弟兄 

部長：鄧李和弟兄 

內閣：關婉姬姊妹 

 

B. 2021 年度目標 

推動信徒對學生福音工作與弱勢群體社區服事的實踐，以提升對服事與宣教的認識與委

身。 

 

C. 2021 年度焦點事工 

1. 重整學校福音事工的參與 

a) 基督少年軍 321 分隊： 

 參與基督少年軍的恆常集隊，並負責宗教章／目標章教導，協助靈修、宿營／

旅行及立願禮等活動的進行。 

b) 學生福音營： 

 按需要與學校合辦學生福音營，以強化學生對福音的認識和接受。 

c) 學生康體活動與團契： 

 配合教會主日崇拜後的康體活動，邀請宏信書院學生參與，在輕鬆互動的氣氛

中建立對教會的認識和歸屬感。 

 舉辦「迎新活動」（暫定在農曆年團拜日及基督少年軍立願禮日），邀請在學

校聖誕節及復活節活動中決志的同學參與，增加同學們與教會的接觸。 

 推動康體活動作為凝聚學生團契的預工，並尋找合適的聚會時間及導師以協助

帶領。 

d) 推廣堂會訊息和提升與學校各持份者的互動 

 配合學校的開放日、家長日等活動，派發教會單張及宣傳品，促進各持份者對

教會的認識。 

 透過學校為教會而設的告示板，張貼教會信息及以文字進行小遊戲（如：聖經

龍虎榜）以吸引學生觀看和接觸教會 。 

e) 設立「學校教育主日」 

 把 9 月份第一個主日(5/9/2021)定立為「學校教育主日」，邀請宏信書院老師出

席，接受教會為教師們的禱告、祝福及敬師紀念品（屆時會安排翻譯服務）。 

 

2. 推動弱勢群體社區服事 

a) 推動「宏信堂兒童發展基金」事工 

 與天朗中心合作設立「宏信堂兒童發展基金」，以配對方式資助有需要兒童進

行儲畜及實踐個人的發展計劃先（2021 年上半年進行第一期，經討論後再決定

往後會否繼續舉辦）。 

b) 舉辦天朗中心聖誕聯歡會 

 於 2021 年 12 月 25 日為天朗中心的基層家庭舉辦聖誕聯歡會，以體現基督對世

人的關愛。 

c) 社會服務主日及靈愛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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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教會推行「社會服務主日」（2021 年 1 月 31 日）及「靈愛主日」(2021 年

10 月 31 日)，以促進信徒對社區服務的認識。 

 

3. 增強差傳與宣教意識 

a) 參與總辦海宣為小朋友舉辦的宣教教育活動，如:差傳小戰士。 

b) 鼓勵及津助青少年參與總辦海宣舉辦的海外宣教團。 

c) 協助教會推行「差傳主日 」，以提升信徒對宣教的認識和支持。 

 

D. 2021 年度財政預算 

1. 天朗中心活動開支(復活及聖誕節)   $8,000 

2. 宣教意識培育 (如：差傳小戰士)   $1,000 

3. 什項開支 (如：宣傳單張、橫額、海報)    $2,000 

4. 學校福音事工開支                   $7,000  

(如：聖經龍虎榜禮物及主日活動費用)        

 總開支：$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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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總  結 

感謝天父帶領明詩琪牧師在宏信書院開荒，設立了宏信堂，讓福音能在傳揚給校內的學生、

老師、家長和附近的居民。也感謝天父重用明牧師，讓她成為教會的儲備人才，可以前赴

德國進修神學博士課程。願主保守她的一切，可以早日學成歸來！ 

 

感謝明牧師，她在離開之前，把多年講道的心得篇輯成「還可以嗎?」一書，留下來給弟

兄姊妹，讓我們仍能持續得到她的牧養。在她多年的牧養下，她也把一班熱心愛主的弟兄

姊妹留下，繼續持守著宏信堂，承擔起福音廣傳，把「宏信堂成為上帝在地上向人張開的

懷抱」的使命。 

 

雖然，堂會在經歷了半年沒有傳道同工的日子，但眾執事和弟兄姊妹仍然能致力禱告與委

身，把堂會運作的軌道貫切下去，各部門也為新一年擬定出一具活力的事工計劃。雖然沒

有傳道同工，眾執事也沒有打算只做一「看守者」，只著重維持基本運作和等待新同工到

來時交棒；反而在新的年度計劃中仍有信心多做傳福音和服事的工作，這是值得欣賞和鼓

舞的。 

 

雖然疫情仍然不穩定，弟兄姊妹也逐漸建立出在疫症新常態下的生活節奏，能掌握到宏信

堂目前當走的路——就是要凝聚信徒，多讀經、多禱告，從上帝支取更多的能力和信心，

使能繼續傳福音和為宏信書院和社區提供服事。在此，也要感謝張振華監督和總辦羅雪雯

牧師的支持和幫助，更感謝明詩琪牧師遠在德國也不時參與我們的部門網上會議，不時給

予指導和禱告。 

 

經上記著說： 

是耶和華－你上帝所眷顧的地；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上帝的眼目時常看

顧那地。你們若留心聽從我今日所吩咐你們的誡命，愛耶和華－你們的上帝，

盡心盡性事奉他，我必按時降下雨水在你們的地上，就是秋雨和春雨，使你們

可以收藏五穀、新酒和新的油，也必使田野為你的牲畜長出草來；這樣，你必

吃得飽足。（申 11:12-15） 

  

宏信堂是上帝所眷顧的地，我們是祂眼目時常看顧的兒女。因此，我們應當一無掛慮，

盡心盡性事奉衪，天父就必按時降下我們所需要的，讓我們必得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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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堂 2020 年度財政報告及 2021 年度財政預算 

科目碼 科目名稱 2020 年預算 2020 年 1-12 月總計 2021 年預算 

 收入        

41   主要奉獻 1,105,143 991,095.30 961,000 

4101     主日奉獻 108,237 50,295.30 72,000 

4102     十一捐/月捐 880,942 814,156.00 780,000 

4103     感恩捐 114,873 123,328.00 108,000 

4104     節期捐 1,091 3,316.00 1,000 

42   其他奉獻 51,219 5,222.20 8,700 

4201     兒童奉獻 9,755 2,110.20 1,200 

4202     團契奉獻 23,217 1,150.00 6,000 

4203     鮮花捐 1,939 1,262.00 1,500 

4204     茶點捐 14,738 700.00 0 

4205     活動捐 1,571 0.00 0 

43   其他收入 42,485 81443.48 14,000 

44   代轉收入 0 0.00 0 

  總收入: 1,198,847 1,077,760.98 983,700 

 開支        

61   人事費     825,504  627,718.00        641,013  

62   行政費     129,110  52,016.56        139,964  

63   關懷部聖工活動費      20,000  18,913.90         23,500  

65   培育部聖工活動費      49,123  3,824.00         35,000  

66   外展部聖工活動費      11,000  2,773.00         18,000  

67   崇拜部聖工活動費      51,200  40,748.50         97,550  

  總開支:   1,085,937  745,993.96 955,026  

  盈／虧： 112,910  331,767.02 28,674  

其它開支        

7001   代轉支出   0.00   

7002   總會十一奉獻 109,914 100,914.00 96,100 

7003   基金撥往 0 230,000.00 0 

  其它開支總計： 109,914 330,914.00 96,100 

          

  扣除其它開支後盈／虧： 2,996 853.02 -67,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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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堂 暫定資產負債表  截至 2020.12.01 - 2020.12.31 

 

科目碼 科目名稱 承上 本期結餘 至今結餘 

 資產 

    1 流動資產 2,095,657.20 32,029.66 2,127,686.86 

11   銀行現金 2,092,737.20 32,905.16 2,125,642.36 

1101     匯豐銀行儲蓄戶 098-856412-292 167,896.75 0.27 167,897.02 

1102     匯豐銀行來往戶 098-856412-001 245,471.42 26,800.00 272,271.42 

1103     中國銀行儲蓄賬戶 012-588-2-004999-9 1.00 0.00 1.00 

1104     中國銀行往來賬戶 012-588-2-005000-3 279,368.03 1,406,104.89 1,685,472.92 

1105     企業躍息定存 012-588-5-249958-6 0.00 0.00 0.00 

1106     定期存款 012-588-5-249958-9 0.00 0.00 0.00 

1107     企業躍息定存 012-872-5-108563-7 1,400,000.00 -1,400,000.00 0.00 

12   零用現金 2,920.00 -875.50 2,044.50 

13   應收帳 0.00 0.00 0.00 

 

總資產: 2,095,657.20 32,029.66 2,127,686.86 

 負債 

    2 流動負債 35,867.98 9,892.75 45,760.73 

21   其他應付款 35,867.98 9,892.75 45,760.73 

22   應付未付 0.00 0.00 0.00 

 

總負債: 35,867.98 9,892.75 45,760.73 

 資本 

    3 基金 1,849,073.11 232,000.00 2,081,073.11 

31   特別用途基金 806,390.15 232,000.00 1,038,390.15 

3101     發展基金 527,590.15 186,500.00 714,090.15 

3102     關懷基金 56,500.00 43,500.00 100,000.00 

3103     差傳基金 50,300.00 0.00 50,300.00 

3104     神學基金 172,000.00 2,000.00 174,000.00 

32   普通儲備 - 盈餘/(赤字) 1,042,682.96 0.00 1,042,682.96 

3201     2014 年度盈餘 33,443.74 0.00 33,443.74 

3202     2015 年度盈餘 198,438.36 0.00 198,438.36 

3203     2016 年度盈餘 299,840.29 0.00 299,840.29 

3204     2017 年度盈餘 169,747.25 0.00 169,747.25 

3205     2018 年度盈餘 237,167.39 0.00 237,167.39 

3206     2019 年度盈餘 104,045.93 0.00 104,045.93 

本期盈餘 

 

210,716.11 -209,863.09 853.02 

 

總資本: 2,059,789.22 22,136.91 2,081,926.13 

 

資本加負債: 2,095,657.20 32,029.66 2,127,686.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