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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主席心聲」 
丘榮豐理事~理事會主席 

2021 年理事會工作專注三堂自立進程。不過進展比預期中 

慢。原因之前聯絡律師事務所反應很慢，經過理事會商討後 

會更換新的一間會計師樓去協助自立工作。 

另外重新檢視財務安排，希望增加透明度。對章程作出一些 

修改更符合教會未來發展。順利在 2021 年 11 月舉行臨時會員 

大會通過章程修正案。求主帶領三堂發展。 
 
 
 

「理事會秘書報告」 
呂立有理事~理事會秘書 

各堂事工： 

香港堂 

1. 香港堂與柴灣東貿廣場四間教會舉辦嘉年華： 

⚫ 收集了 80 多份電器，供給 79 個家庭，務求祝福更多

街坊 

⚫ 每月一次義剪，每次大約 8 至 10 個街坊來 

⚫ 逢雙月特別講座，邀請街坊出席，八月舉辦中醫講座 

⚫ 於 2021 年 9 月 18 日派月餅祝福柴灣街坊 

2. 在 2021 年 8 月 28 日展開街頭佈道工作，於柴灣區內派發

福音單張和口罩。活石堂邀請堅浸弟兄姊妹，藉一起出隊

分享街佈的經驗，展開街頭佈道訓練。 

3. 在 2021 年 8 月 12 至 16 日，舉行青少年本地跨文化短宣

體驗；與不同教會(九龍活石堂、筲箕灣浸信會、播道會 

太古城堂、百德浸信會、深恩堂)合辦青少年本地短宣，並

由恩光使團及亞洲歸主協會協助策劃，合共超過 60 名 

青少年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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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秘書報告」 
呂立有理事~理事會秘書 

4. 在 2021 年 8 月舉辦為期四星期兒童暑期活動，包括 

兒童主日學；有 60 多位小朋友參加《迷你奧運會》。 

5. 在 2021 年 10 月開展新婦女事工，周五早上每月一次，以 

興趣活動小組來凝聚一些街坊媽咪 (兒童暑期活動的 

家長)。 

6. 在 2021 年 10 月 28 日，舉行保健講座「梳出健康人生」。 

7. 在 2021 年 12 月 16 日舉行「活石社區關懷—聖誕節 

聯歡會」，與街坊同樂，舉行抽獎活動。 

8. 在 2021 年 12 月 18 日與聖雅各合辦興華村聖誕 

探訪，透過關懷成為街坊的祝福。 

9. 在 2021 年 11 月 6 日舉行第二次街頭佈道，於柴灣區內 

派發福音單張和口罩。接觸人數：53 人；福音講述： 

24 人；決志信主：6 人；兩次分別有 13 位活石弟兄姊妹 

為街佈出隊骨幹。 

10. 在 2021 年 12 月 18 日與 EveryOne Press 合辦聖誕 

布偶劇《愛的禮物》。信息分享、遊戲活動、聖誕禮物及 

與布偶大合照。由 UncleTony 訓練心光學校同學演出。 

11. 在 2021 年 12 月 24 日舉行平安夜默想晚會，以實體及 

網上同步舉行。主題：黑暗裡的一點光。 

12. 在 2021 年 12 月 26 日舉行歲終感恩分享會，讓活石家人 

同來數算主恩。 

人事 

1. 余詠豪青少年幹事於 2021 年 10 月 31 日離任。 

2. 鄭鳴慧由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出任青少年福音 

幹事，聘用期為兩年。 

陳伯毅部份時間傳道於 2022 年 1 月 2 日退休離任。 

3. 馮嘉茵傳道於 2022 年 2 月 1 日正式履新成為香港堂 

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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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秘書報告」 
呂立有理事~理事會秘書 

九龍堂 

1. 教會於 2021 年 7 月 9 日與工福合辦佈道會，感恩有幾位

新朋友決志歸主，並有十多人表示願意繼續認識。教會 

於 2021 年 9 月重新開展新一季的信仰認識班，每季 

三個月，盼望與人分享福音。 

2. 兒童牧區於 2021 年 8 月恢復每週實體聚會。 

3. 在 2021 年 10 月舉辦堂委同工策劃營，並建立兩個小組

(Service Team、Technical Team)，帶領堂會尋求未來 

方向，盼望能更好在社區見證基督。 

4. 傳道同工隊已完成第一階段的「活石堂崇拜檢討」，即思索 

活石堂敬拜事工的元素及神學理念，未來將進行第二階段 

「整合及傳遞」，盼望向會眾表達九龍堂的崇拜理念。 

5. 2022 年年題「聖潔的苗裔」，探討餘民神學及在新時代 

的召命與身份。 

6. 疫情之下撥出慈惠金 2 0 多萬支持街坊及會友的 

需要，另外，撥 15 萬購買抗疫物資，支援社區及會友的 

需要。 

7. 撥款 10 萬支持 OM 的烏克蘭緊急需要。 

 

人事 

1. 唐錦新牧師夫婦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正式退休離任。 

2. 孫美蘭牧師於 2022 年 4 月提早退休。 

3. 新同工 Alex 於在 2021 年 10 月正式擔任青少年 

牧者，交接尚算順利。 

4. 九龍堂義務傳道李均熊傳道於 2022 年 4 月 30 日 

按立為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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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秘書報告」 
呂立有理事~理事會秘書 

石梨堂 

1. 完成了天梯使團尋根同行之旅，共八個系列。 

2. 初信者栽培跟進(成長八課和過五關課程 )於 2021 年 

6 至 7 月逢星期五上午舉行。 

3. 石梨堂尋求聚會(2021 年 9 月 18 日、9 月 22 日及 10 月 

2 日)兩次教牧堂委聚會及一次尋求日營(包括組長)，主要 

是回顧過去、尋求及展望未來；另在 12 月 4 日有尋求神 

見證分享會。 

4. 福音小組，逢星期五下午到兩個公園出隊，透過敬拜 

祈禱、讚美操、懷舊金曲、分組佈道，與街訪建立關係及

傳福音。於 2021 年 12 月 17 日有聖誕下午茶座(不設 

飲食)，招待約 45 人，在 12 月 24 日下午公園報佳音。 

5. 長者小組從 7 月開始，逢星期四上午舉行，邀請長者 

信徒及公園信主長者參加，透過詩歌、遊戲、金句 

及禱告，牧養他們。 

6. 教會繼續推行同區互助 - 點心紙計劃 ( 由多間機構 

主辦)，每月一次給基層家庭及弱勢社群以低於市價每月 

購買日用品，約有 60 個家庭參與此計劃。 

7. 熱飯派發活動，逢星期四、五中午，每次派出約 100 盒 

飯，已於 2021 年 11 月 25 日結束。 

8. 睦鄰有髮剪由 2021 年 7 至 11 月 25 日舉行，每月一至 

兩次義剪，每次有 10 位參加。 

9. 在 2021 年 8 月 6 日舉辦“開開心心親子嘉年華”，約 

30 個家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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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秘書報告」 
呂立有理事~理事會秘書 

10. 在 2021 年 8 月 13 日舉辦“罐滿童樂環保工作坊”，由 

聖雅各及惠氏營養品主辦，招待 15 個家庭。 

11. 關愛渡假住宿於 2021 年 8 月一次免費招待 3 個家庭 

入住 YMCA 酒店。 

12. 在 2021 年 12 月 12 日下午探訪 10 個劏房家庭。 

13. 在 2021 年 12 月 24 日舉行活石聖誕市集，約招待 50 個 

家庭，出席約 150 人。 

人事 

1. 江慧燕姊妹於 2021 年 11 月 30 日辭去部分時間 

幹事一職。 

2. 呂容芳姊妹於 2022 年 1 月 31 日榮休幹事一職。 

3. 區汝珊姊妹於 2022 年 2 月作義務幹事(部分時間)。 

4. 梁翠詩傳道於 2022 年 4 月 30 日離任。 

 

理事會議決事項 

1. 通過僱員保險增加牙科醫療保障 

2. 通過處理來歷不明奉獻的指引 

3. 通過各堂 2022 年度財政預算及下列各堂總支出： 

3.1 香港堂: HK$ 2,951,725.00 

3.2 九龍堂: HK$ 5,885,041.00 

3.3 石梨堂: HK$ 1,726,3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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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香港活石堂堂主任心聲」 
馮嘉茵傳道~香港堂堂主任 

過去一年，教會面對疫情的限制，經常被暫停實體聚會， 

並且在社會氣氛不穩定下，會友也萌生移民及出國進修的 

念頭。在各種的氛圍下，大家不論是靈性或精神也顯出疲態， 

甚至對前面的方向感到迷茫。所以，今年的主題是：激勵 

愛主深，關愛本地心，主要有兩個方向： 

1. 激勵愛主深：因著教會聚會由實體變成網上，的而且確令 

信徒在信仰上感到疏離，並且疫情令信徒的生活及工作 

也帶來不少變動，也令他們的心帶來忙亂。所以希望藉著 

講道、栽培、門訓等教導信徒關於神的工作，並於個人牧養 

及退修營讓信徒經歷神的真實，從而重新燃點對 

神的愛，即使環境受到不同限制，但卻不能限制神對我們 

的愛及我們對神的回應。 

2. 關愛本地心：疫情下很多街坊經濟也頓時變得困難，所以 

教會繼續向有需要的家庭派發口罩、食物包、超市現金券 

和快速檢測包等，希望可以實際地回應他們的需要，並且 

也與他們建立關係。現在有部分弟兄姊妹也與街坊互相 

聯繫，而且他們也不時帶一些生果、小蛋糕送給同工作為 

下午茶，也令同工感到窩心。「本地心」不但指社區的 

工作，同時指向仍然留在香港的人，可以是家人、同事、 

朋友。「離別」的傷感常常流連於不同的群體，反觀仍留 

在香港的人有時也會感到一些無力感。所以不但教會繼續 

關心留在香港的人，也鼓勵弟兄姊妹也關心身邊留在香港 

的人，彼此圍壚而彼此同行及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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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香港活石堂堂主任心聲」 
馮嘉茵傳道~香港堂堂主任 

展望未來的年日，教會仍會面對不同的困難及挑戰，但這 

也正是考驗我們對神信心的時間，正如聖經所記： 

我的弟兄們，你們遭遇各種試煉的時候，都要全然看為 

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考驗，就產生忍耐；  

但要讓忍耐發揮完全的作用，使你們可以又完全又完備， 

毫無缺陷。(雅各書 1：2-4) 

願我們活石家的眾肢體也能經歷過不同的挑戰及試煉後， 

我們可以在神面前成為又完全又完備，毫無缺陷，阿們！ 
 

 

「當…成了習慣」 
陳智仁傳道~九龍堂堂主任 

 

前兩年的社會與教會到處充斥著「新常態」的字眼，無論是 

國安法的落實、疫情的受控到失控，新常態的政策、理念、 

做法「雨後春筍」般湧現。兩年後的今天「新常態」已漸成 

常態，慢慢成為習慣。九龍堂仍在適應跌宕裡，靠主 

恩典，掙扎前行。以下，盼以「當…成了習慣」為題，分享 

九龍堂這年間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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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成了習慣」 
陳智仁傳道~九龍堂堂主任 

當別離成了習慣 

屈指一算，單 2021-2022 年，九龍堂(將)移民的家庭 

(或扶老攜幼，或夫婦二人，或孤身一人)已近 20 個，無論 

人力、財力，對九龍堂都是極大的失去，而最大的失去還是 

「關係」，多年的組員，互信的同工，失去了就不再來，而別離 

的次數太多，尚未哀悼離開的，就要迎接另一個家庭的 

別離，弟兄姊妹從一開始的不捨再到麻木，彷彿別離已成 

習慣，然而，偶爾想起遠去的面龐，不捨的痛卻總會 

浮現。自 2021 年 5 月至今，因著退休、移民等不同理由離職 

的同工已屆 11 位，眼淚與祝福交織下的 farewell，幾乎每月 

上演。一年間，「別離」成了會眾與同工的「習慣」。 

昔日南國猶大滅亡被擄，猶大人曾經的生活，被「新常態」 

( 被擄與殖民 ) 所覆蓋，餘下來的人成為先知筆下的 

「餘民」，他們在異鄉哀悼過往，追念往昔，然而上主並無讓 

他們停留於被擄光景，反而給予「餘民」新的異象，藉著 

以賽亞先知的宣講，上主重申祂的揀選，更要讓以色列成為 

「萬邦之光」(以賽亞書 49 章)。 

以賽亞先知的信息亦成為九龍堂的鑒誡，留下來固然 

困難，然而，上主仍在其中。2022-2023 年，九龍堂以「聖潔 

的苗裔」作為年題，盼望在「餘民神學」裡找到上主的 

心意，然後帶著召命，留下見證主的真實與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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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成了習慣」 
陳智仁傳道~九龍堂堂主任 

當改變成了習慣 

在疫情之下，過去兩年的母親節都變成了「雙親節」，因為 

疫情風聲不斷，實體還是網上聚會，幾乎每個禮拜都要 

更改，父親節的禮物也惟有於母親節「預早」派發。政策的 

寬與緊，疫情的輕與重日日不同，政府政策朝令夕改，如 

「天文台」的天氣警告般，總是突然出台，讓大眾無所適從。 

2022 年 4 月 22 日，疫苗通行證擴展至宗教場所，理應接待 

所有人的教會，變成限制重重的教會，掃二維碼、掃針卡成了 

主日崇拜的必備條件，教會不再接待所有人，反而只能接待 

「已打針」的人，然而這並不是耶穌的教導，面對必定會有的 

爭執，面對法律與信仰的張力，同工先一步以「牧函」 

回應，與其執著為何/如何遵守法律，倒不如以神學作為 

回應，並求主賜我們靈巧去回應這世代。 

當改變成了習慣，靈巧的智慧與心智更顯重要，群體需要 

接納更新改變的可能，2021 年 12 月，2022 年 4 月各舉辦了 

一次「家事交流會」，同工堂委與會眾分享改變的可能性，感恩 

大家看見未來或許的轉變，雖有不安，然而都願意相信教會的 

帶領，最重要是相信上主的帶領。 

面對不斷的改變，加強小組組員關係，亦至關重要。2021- 

2022 年，九龍堂繼續推展 KOL 事工，同工將加強對各小組的 

支援，「小石速遞」(deliverstones)、KOL 的關顧牧養應運 

而生，盼望相交新生態下，各 KOL 可持續進深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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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成了習慣」 
陳智仁傳道~九龍堂堂主任 

當不安成了習慣 

難以掌握的未來，失控的現實，打亂了家庭乃至教會的 

步伐，不間斷的別離與改變，成為人心不安的來源。 

當不安成了習慣，主的平安就成為我們的盼望。外面的 

風吹雨打著實可怕，然而耶穌是否在船上？上主當然在 

其中，「世事常變」下，神學的回應、會眾間的關係、彼此的 

信任，一一成為這船的錨。盼望靠著主的恩典，在這別離、 

常變、不安中，我們能夠得勝有餘。 
 
 
 

「疫情下的更新」 
麥卓賢傳道~石梨堂堂主任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 

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馬書十二章 2 節) 

疫情下的更新，從個人生命至神的身體 (教會)正在被主 

更新改變，為了察驗及滿足神的心意，我形容變成更適合主 

居住的器皿。 

疫情下的關係，從上年參與天梯使團 9 個月的尋根同行 

之旅，與人與神建立更深的同行關係，想不到教會有 80 人 

願意參加，分為 14 組，從個人生命更新，以致認識列國，聽到 

弟兄姊妹，從很不願開放自己的生命故事，願意打開 

自己，甚至相識多年，也有未曾分享的故事，大家開始分享 

生命更真實的一面，一起經歷彼此分享支持、彼此代禱、彼此 

實踐同行任務，神更新了肢體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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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更新」 
麥卓賢傳道~石梨堂堂主任 

疫情下的祈禱，在不能實體聚會之時，疫情越來越嚴重，也 

開始聽到越來越多肢體確診之時，教會開始每星期有三次為 

香港的疫情祈禱會，為確診的弟兄姊妹在禱告裡同行，不單 

在禱告上，更送上物資給不能出門的弟兄姊妹。 

疫情下的選舉。今屆堂委會選舉，想不到有 9 位弟兄姊妹 

參選，願意回應神的心意，其中多位是年青的一代，神正興起 

新一代的領袖。 

疫情下的教會再思。當尋根同行之旅結束，教牧堂委一起 

為教會未來的方向禱告，求主顯明祂在石梨堂的心意，由 

三色恩賜課程，收到神要推翻教會整個棋盤的棋子，重新 

放回正確的位置，讓神成為身體的頭，我們領受要回復聖經 

中的教會，更新教會的藍圖。 

前面的日子，太多不可預知的事情，但我相信，神給教會 

一個時機，讓聖靈更新每個肢體的心，使各肢體歸回一個 

身體，就是耶穌的身體，將教會交回給元首耶穌基督，讓 

祂建造一個屬祂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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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堂 2021 年堂務報告」 
蔡添豪理事~香港堂堂委會主席 

2 0 2 1 年對於香港堂是多變的一年，疫情起伏不定的 

多變，政府對教會防疫要求也是多變，同工的離職和弟兄姊妹 

的離散也是多變。弟兄姊妹在努力適應中，同工在牧養上也要 

作出轉變和應對。 

感恩在疫情中也看到恩典處處，香港堂透過向街坊派發抗疫 

物資，讓弟兄姊妹認識更多區內的街坊，也可以回應街坊的 

實際需要，服侍我們身邊的鄰舍。鄰舍關係的建立也促成了 

一些婦女小組的誕生。另外，藉著堅道浸信會一班弟兄姊妹的 

支援和協助，香港堂一班熱心的弟兄姊妹去年也重啟了街頭 

佈道的工作，在疫情的夾縫中出隊，重燃了弟兄姊妹福音的 

使命，激勵了大家向未信家人或街坊傳福音的心。 

人事方面，陳伯毅半職傳道於 12 月退休並移居外地，其 

工作由另外兩位傳道人分擔。余詠豪青少年幹事也於 10 月 

離職，其職位由鄭鳴慧姊妹出任。而自牧師離職後，堂主任 

一職一直由兩位傳道同工和堂委會主席共同承擔，經過一年的 

適應和商討，堂委會一致認同任命馮嘉茵傳道為堂主任並 

於 2022 年 2 月履新。求主繼續帶領嘉茵傳道和同工團隊繼續 

服侍。 

宣教方面，雖然身處疫情當中，教會未能派短宣隊外出 

宣教，但我們繼續關心海外的宣教士，透過定期和宣教士視像 

分享，知道他們的需要、當地的疫情和狀況，彼此以禱告 

守望。青少年於暑期參與本地宣教活動，認識少數族裔，開放 

青年人的宣教眼光和視野。盼望疫情盡快過去，弟兄姊妹 

能夠再次踏上短宣之路，探訪和支援海外的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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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堂 2021 年堂務報告」 
蔡添豪理事~香港堂堂委會主席 

展望 2022 年更加是要學懂交託的一年，我們也要盡快學懂 

適應新常態，學習適應繼續多變的政策，但更重要的是或去 

或留仍然要堅守主道、不忘初心、持守真理、努力事奉，領人 

歸主擴展神的國度。 
 
 
 

「九龍堂堂委會主席分享」 
丘榮豐理事~九龍堂堂委會主席 

2021 年面對挑戰和改變一年。感謝主賜給我們新的 2 位 

正副堂主任；經過 2020 年尾幾個月熱身，已經開展不同 

商討，為教會發展下一里路去探索。 

2021 年教牧堂委策劃日，大家經過敬拜、禱告和交流 

之後。我們開始看到新的圖像，繼續用不同方法去服侍 

當區人羣。 

有了指引教牧和堂委一齊設立小組去了解可行性，之後透過 

家事交流會開始向會友分享。希望主繼續帶領我們前進，完成 

主給我們的大使命。 
 
 
 

「石梨堂 2021 年堂務報告」 
秦惠明理事~石梨堂堂委會主席 

2 0 2 1 年 2 月昌榮樓水缸突然爆裂，整幢大廈被水 

沖洗，感謝主當日預備了祂的工人一齊努力救急，若不，必然 

水浸大堂和寫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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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梨堂 2021 年堂務報告」 
秦惠明理事~石梨堂堂委會主席 

藉著 2020 年底的三色恩賜，神給我們揭示了新的一頁，但 

要經歷更新絕不容易！感謝主讓天梯的若娟成為我們的教練 

(3 月開始)，她與教牧堂委同行了一段時間，期間我們學習面對 

真實、內裡的不協調、社運對教會的影響等等，現在仍在 

磨合中。 

在 5 月，我們有超過 70 人報名參與天梯的尋根同行 

之旅，大家一齊走過約十個月的旅程，我知道當中有很多弟兄 

姊妹被主重燃和攪動。 

因著人數持續下降，某些年輕人又不喜歡以網上形式參與 

崇拜，只喜歡實體相交，我們很無奈在 7 月停止運作了 15 年 

的青年崇拜，現在只保留了一個 P23 的小組。不過，神亦給 

我們開始了一個少年人的聚會，雖然人數不多，但這確實是 

一個恩典。感恩星期六晚的「哈哈天地」可以很機動性的以 

網上加實體，繼續給區內孩子有聚會。 

在疫情不穩的日子，感謝一班同工和義工，讓我們透過 

「同區互助點心紙」計劃、「社關義工」、派熱飯、探訪劏房 

家庭、活石市集、2021 疫友愛計劃、逆轉溫習室等，繼續關愛 

社區。 

而經考慮教會的經濟狀況，並跟隨政府發佈的凍薪，同工 

薪酬於 2022 年維持凍薪。雖然在 2021 年我們收到的奉獻 

大大減少，大家仍願意額外奉獻租用 106 室，所以我們相信 

神的供應是豐富夠用的。 

迎戰未知的將來，求主繼續雕鑿我們成為活石，作主靈宮。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 凡在軍中當兵的，

不將世務纏身，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提摩太後書 )4-3：2  

願主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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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政概況」 
教會架構 

 
 
 
 
                      
 
 

 

  

會員大會  

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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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政概況」 
  

理事(2020-2022)及堂委芳名 

永遠理事  丘榮豐 主席 周啟揚 副主席 呂立有 秘書 

蘇緯文   曾廣海   陳嘉恩 

現任理事 

香港堂  蔡添豪  黃家駒  袁美玲 

九龍堂  葉海良  許賢發 司庫 蕭漢光 

           何奕彤  曹錦華 

石梨堂  秦惠明  區汝珊  廖婉菁 

 

香港堂堂務委員會 (2020-2022) 

袁美玲  蔡添豪  黃頤生  吳雅斌 

許偉傑  呂立有  周啟揚  黃家駒 

馬致立 

 

九龍堂堂務委員會 (2020-2022) 

丘榮豐      蘇緯文      陳嘉恩      許賢發 

何奕彤  曾希琳  曹錦華  尹燕芳 

葉海良  湯遠文  蕭漢光  符之傑 

黃桂煜  鍾慧敏  盧同樂 

 

石梨堂堂務委員會 (2020-2022) 

秦惠明  廖婉菁  王珍  區汝珊 

黄麗儀  劉暢  曾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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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政概況」 
  

長期服務～感謝神於本會事奉超過五年者 

香港堂： 侯慧美傳道 (九年) 

馮嘉茵傳道 (七年) 

九龍堂： 歐醒華牧師   (廿八年) 

羅雯霏牧師 (廿六年) 

吳錫泉牧師 (十三年) 

孫美蘭牧師 (十二年) 

楊依玲姊妹 (八年) 

譚麗芳姊妹   (六年) 

石梨堂： 張純堅牧師 (卅五年) 

呂容芳幹事 (廿二年) 

黃駿業幹事 (七年) 

梁翠詩姑娘   (七年) 

新會友： 117 及 118 屆受洗加入本教會者 

香港堂  第 117 屆：6 位  共 6 人 

九龍堂  第 117 屆：15 位  共 15 人 

石梨堂  第 118 屆：5 位  共 5 人 

轉會加入本會者： 九龍堂：6 人 

差傳工作： 

第卅六屆差傳年會預算差傳經費港幣：HK$ 1,764,260.00 

支持 11 個宣教單位，共 16 位宣教士。  



18 

 

「教會行政概況」 
教牧同工及職員同工 

香港堂 

顧問牧師： 張天和牧師 

堂主任： 馮嘉茵傳道 

  傳道： 侯慧美傳道 

  幹事： 何善儀幹事 

事工幹事： 鄭鳴慧幹事 

  堂役： 陳月華姊妹(部份時間) 

 

九龍堂  

顧問牧師： 歐醒華牧師 

 堂主任： 陳智仁傳道 

副堂主任： 譚潁怡傳道 

  傳道： 羅雯霏牧師、吳錫泉牧師、 

陳漢雄傳道、周焯賢傳道 

義務同工： 李均熊牧師、孫美蘭牧師 

  幹事： 李穎儀姊妹 (2022 年 4 月離任) 

行政幹事： 吳慧儀姊妹 (部份時間，2022 年 5 月離任) 

             兒童及社區幹事： 袁沛姿姊妹 (部份時間) 

        青少年校園福音幹事： 李嘉翔弟兄 (2022 年 1 月離任) 

外展幹事： 歐陽效強弟兄 

                長者牧區助理： 吳三元姊妹  

                青成牧區助理： 譚麗芳姊妹 (2022 年 3 月離任) 

社宣助理： 楊依玲姊妹 

  會計： 馬琪姊妹 (部份時間) 

  堂役： 賴玉虹姊妹、黎潤煥姊妹 (部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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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行政概況」 
教牧同工及職員同工 

石梨堂 

   顧問牧師： 張純堅牧師 

 堂主任： 麥卓賢傳道 

  傳道： 梁翠詩傳道 (2022 年 4 月離任) 

幹事： 呂容芳姊妹 (2022 年 1 月離任)、 

黃駿業弟兄 

堂役： 嚴秀芳姊妹 (部份時間) 

 

第 36 屆差傳委員會 (2022) 

  主席： 馮嘉茵傳道 

 副主席： 陳智仁傳道、梁翠詩傳道 

  司庫： 周啟揚理事 

  委員： 麥卓賢傳道、唐鄺綺珊師母、 

曾廣海理事、丘榮豐理事、 

蔡添豪理事、陳嘉恩理事、 

陳啟釗弟兄 

  顧問： 歐醒華牧師 

  幹事： 吳慧儀姊妹 (部份時間)、歐陽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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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資料概覽」 
 

 
受洗禮(或灑禮)新葡 

 

 領洗日期 姓名 性別 

香港堂 第 117 屆 

24/01/2021 

 

謝種玉 

 

男 

 04/04/2021 梁松根、王迪龍 男 

 04/04/2021 鄭惠珍 女 

 11/04/2021 姚可茵、姚可榆 女 

九龍堂 第 117 屆 

02/04/2021 

 

唐錦銓 

 

男 

 13/06/2021 郭漢年、胡海雄、 

李洛峰、張昕煒、 

任晧禮、蕭朗忻 

男 

 13/06/2021 陳銀屏、鄧彩霞、 

羅來妹、王仁萍、 

許亞慧、范展晴 

女 

 24/09/2021 葉兆倫 男 

 31/10/2021 陳國明 男 

石梨堂 第 118 屆 

07/09/2021 

 

駱惠華 

 

女 

 14/11/2021 余富元、關皓勤 男 

 14/11/2021 蒲群艷、吳嘉琪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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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資料概覽」 
  

 
轉會會友 

 

 姓名 性別 原籍教會 日期 

九龍堂 李健勤 女      長沙灣平安福音堂 13/06/2021 

 譚潁怡     女 中華宣道會友愛堂 13/06/2021 

 范顯中     男 長沙灣平安福音堂 13/06/2021 

 倪鎮發 男 台灣基督五他連得教會 13/06/2021 

 李嘉翔 男      宣道會美孚堂 13/06/2021 

 陳智仁 男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活愛堂 13/06/2021 

 
初生嬰孩 

 

 孩童姓名 性別 父母親姓名 出生日期 

石梨堂 李睿孜 女 李恩霖、黃麗儀 26/04/2021 

 
新婚夫婦 

 

 姓名 婚禮地點 婚禮日期 

香港堂 陳均漢、姚可榆 觀潮浸信會 10/10/2021 

九龍堂 湯一信、倪卓欣 Island ECC   16/01/2021 

 李修毅、胡秀鳳 香港大潭陽明山莊 17/01/2021 

 王永傑、楊天園       循道衛理國際堂      20/01/2021 

 陳智仁、郭施惠 香港浸信教會 21/02/2021 

 吳仲宏、郭智萍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 07/03/2021 

 崔樂彥、歐懌恩 宣道會錦繡堂  24/04/2021 

 馬俊傑、丁嘉倩 突破青年村 22/12/2021 

石梨堂 黃偉良、江慧茹 基督教信義會天恩堂 20/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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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資料概覽」 
  

 
安息會友 

 

 姓名 性別 原籍教會 日期 

香港堂 蕭鳳儀 女 27/12/2020 21/03/2021 

 馮承恩 男 03/06/2018 08/06/2021 

 方華嬌 女 05/04/2015 16/09/2021 

 陸惠寶 女 25/11/2012 06/12/2021 

九龍堂 周秋琴 女 18/02/2019 03/01/2021 

 謝柳金 女 29/05/2005 22/01/2021 

 馮玉英 女 29/09/2013 27/01/2021 

 鄧麗琼 女 30/09/2012 02/04/2021 

 陳儀 女 13/09/2015 30/04/2021 

 唐錦銓 男 02/04/2021 10/05/2021 

 聶禧 男 22/09/2013 28/06/2021 

 黎月梅 女 26/12/1999 29/07/2021 

 羅金蓮 女 27/12/2008 08/08/2021 

 陳賽妹 女 11/06/2016 16/08/2021 

 羅鳳娥 女 30/03/2019 10/10/2021 

 樊亞好 女         26/06/1994 19/11/2021 

石梨堂 簡思良 男 30/05/2020 05/09/2021 

 黃駱惠華 女 07/09/2021 10/10/2021 

 陳張義招 女 22/08/2004 29/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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