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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余毓繁執事 

2021 年對香港來說是極具挑戰性的一年，我們受到持續新冠肺炎

疫症和移民潮的衝擊。 

由 2020年開始的新冠肺炎疫症繼續蔓延而且變種，塘宣的運作受

到極大影響，實體聚會的安排屢次更改，會友的關顧也受阻礙，在上半

年教會仍然多運用電子科技維持線上聚會和其他活動，感謝主，衪特別

保守看顧香港，不缺疫苗，也不像許多城市實施封城，感染人數受控並

已清零，下半年塘宣陸續回復實體崇拜、團契、會議、培訓和其他活動。 

香港面對第二個挑戰是移民潮，2021 年開始塘宣亦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響，我們流失教會的會友、教牧同工、屬校的學生和教師。感謝主，

情況雖然不大樂觀，我們再次見證主恩典，9月開始我們迎接比往年更

多的新朋友和兒童，踴躍參與教會的活動，這現象是我們始料不及的。 

蒙主一直帶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聯會成立慶典於本年 11月 14日

舉行，這是轉制過程一個重要里程碑，我們期待聯會帶領會員堂推動宗

派事工，實踐大使命的教會。此外，主繼續保守塘宣會務暢順，在教牧

人手短缺的情況下，同工的工作量不斷增加，感恩同工不辭勞苦，弟兄

姊妹亦努力分擔，願主報答他們。 

願我們面對任何挑戰時，緊緊倚靠主，常存盼望。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

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耶利米書 29:11） 

  



2021 年會務報告 

2 
 

堂主任的話 羅錦添牧師 

2021 年是困難的一年，亦是體驗神恩典的一年。因著疫情，很多

聚會需要在網上進行，線上線下交替運作，同工疲於奔命地應付；移民

潮的衝擊令到弟兄姊妹經歷分離的傷痛，加上教牧同工和事奉人員流

失，教會青黃不接的情況更加嚴重；受到限聚令的限制，弟兄姊妹的凝

聚力減弱，令到整間教會好像了無生氣。 

事實上，當人無能為力的時候，神總是眷顧祂的教會。過去一年多，

因為疫情關係，教會同工不斷重整教會的每項事工，以應付恢復實體聚

會後的情況。首先是兒童事工的重整。兒童事工是教會重要的一環，

Awana和 Super Sunday Kids 事工已使用多時，教會同工和執事嘗試將

它們重新整合。另外，同工亦更新了職青和 LCC 敬拜事工，重整敬拜

隊，重新凝聚職青小組。疫情期間，教會加強關顧聯絡年長的弟兄姊妹。

青少年事工重整，配合新開展的西貢街事工，每一樣都擺上了同工和弟

兄姊妹的心思和勞力，他們的勞苦事奉神必悅納。 

神是一位信實的神。實體聚會恢復後，竟然有 240 多名兒童報名重

整後的 KTAC Kids，亦因此多了 100 多名家長參加聚會，有未信的、初

信的或由另一間教會轉來的。而青少崇拜亦增加至 60多名，配合西貢

街事工，第一次見到教會有那麼多青少年走上街頭作佈道，實在令人感

動。LCC的聚會穩定下來，亦有新朋友參加。敬拜隊的士氣恢復，今年

更在疫情間嘗試舉行首次的 LCC懇親晚會，有不錯的果效。儲備宣教士 

Nic 雖然明年年初才出工場，但今年馬不停蹄到各小組推動差傳，讓教

會停滯了很久的差傳意識再次燃點起來。過去一年雖然有多位年長的

弟兄姊妹離開，包括張文泰長老和林謝麗瓊長老，但他們過去的忠心事

主，神必記念。 

另外，蝴蝶谷基址亦經歷很值得令人鼓舞的一年。實體聚會恢復後，

教會人數沒有因移民潮而減少，反而在人數和各樣事工方面都穩定發

展，實在看到神的帶領。 

在宗派方面，轉制事工過去雖然困難重重，今年面臨最後關鍵。11

月 14日舉行聯會成立典禮，標誌著整個宗派的轉變，各堂獨立自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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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適切的契機面對轉變，李嘉明牧師成為第一任聯會總幹事，願神大大

使用他以屬靈帶領整個宗派去回應多變的世代。 

2021 年是踏實的一年，沒有舉行甚麼大型聚會，亦沒有甚麼可以

大吹大雷的豐功偉績，但就看見神的恩典帶領。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令教會質和量都實質增長。願神悅納我們的忠心事奉。 

在此，實在多謝每一位同工和事主的弟兄姊妹。尤其在教牧同工方

面，由於過去一年，有幾位教牧同工先後因移民和其他原因離職，而其

他同工仍堅守崗位，毫無怨言地作出更多的承擔，實在感謝神賜塘宣一

隊優秀的教牧同工團隊，願神在明年能帶領更多新的教牧同工加入，一

起事奉帶領教會成長，唯主是用。 

最後，願以宣信博士的名言鼓勵大家：「非我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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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部  

九龍塘基址 

本年度主題：「聽道信道勤讀聖經明真理，行道佈道宣揚福音傳救恩。」 

因疫情爆發，教會各項聖工或是暫停、或是網上進行，詳情如下： 

兒童事工 Awana、SSK、兒崇於 29/11/2020-3/7/2021 暫停實體聚

會，期間改以網上形式進行，直到 4/7開始恢復實體聚會

（搖籃班除外）。 

1/9開始兒童事工全面整合為 KTAC Kids。各級報名人數

合共約 240人。 

新會友 復活節洗禮在４月４日舉行，是次受洗人數共 28人（KTAC 

18人、BV 10人），轉會共 0人。 

申請 12 月 25 日受洗人數共 19 人（KTAC 16 人、BV 3

人），轉會共 2 人（KTAC 2人、BV 0人）。 

祈禱會 祈禱會於每週三晚以網上 Zoom舉行，平均出席人數共 32

人。 

主日早禱會轉為個人為教會需要的禱告時段，透過播放

代禱事項，讓實體及網上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同心禱告。 

團契/家聚

/小組 

網上《細胞小組組長訓練》於 3 月至 5 月舉行，共 13 位

學員。 

繼續為細胞小組組長提供支援訓練，如帶領經文分享、關

顧守望技巧、如何策劃外展佈道活動等。 

現共有 4 個團契、2 個家聚、34 個小組，平均出席人數共

4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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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道事工 《信仰探討之馬可福音班》於 7-9月舉行，共 23位學員。 

《Alpha Course》於 10-12月舉行，共 19位學員。 

《聖誕福音市集》於 12月 24及 25日舉行，向鄰舍、宣

小宣幼家庭及弟兄姊妹親友介紹教會和福音。 

《宣幼家長班》於 10-12 月舉行親職講座，受限聚令影

響，只能容納 60位家長參加。 

細胞小組於 11月至翌年 2月為佈道期。 

培靈 

 

2021 年度研經營於 11 月 5、6 日舉行，主題《風雨中抱

緊……》，由張智聰博士擔任講員，講解詩篇。 

崇拜 成人崇拜（KTAC主日、LCC）於 12/12/2020-3/4/2021 暫

停實體崇拜，期間舉行網上崇拜。10/4 開始恢復實體崇

拜以及午堂的網上直播，於 1/8恢復早堂實體崇拜。 

KTAC主日崇拜平均出席人數為 312
*
人 

LCC平均出席人數為 34人 

（
*
僅以現場出席人數加上於崇拜時段網上參與人次計

算，未能完全反映網上參加崇拜的真實人數） 

明年主題：「基督為首，敬拜復興安穩得力；教會是家，相愛互勉熱心

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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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谷基址 

本年度主題：「辦學植堂蒙恩八十載，行道睦鄰服侍今世代。」 

崇拜 主日崇拜平均出席 98人 

（1-3月網上崇拜，4月 11日恢復網上及現場崇拜） 

兒童事工 兒童崇拜平均出席 39人 

（1-3月使用 Zoom 作網上崇拜，4月 11日恢復實體崇拜） 

兒童團契（兒童崇拜後舉行）平均出席 13人 

（4月 11日恢復實體聚會） 

新會友 復活節受浸者 10人 

接受滴禮者 1人 

聖誕節準受浸者 3人 

祈禱會 網上午間祈禱會平均出席 7人 

細胞小組 9組（6月份減至 10組) 總人數 66人 

教導事工 《初信門訓》 

（2020 年 10 月 27 日–2021 年 1 月 27 日）平均出席 10

人 

（2021 年 4月 7日–2021年 7月 28日）平均出席 4人 

（2021 年 10月 6日–2022年 1月 19日）平均出席 4人 

《進深門訓》 

（2021 年 4月 7日–7月 28日）平均出席 5人 

《舊約概覽》 

（2021 年 8月 20日–9月 24日）平均出席 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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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道事工 《少年啟發課程》 

（3/10/2021–12/12/2021逢週日早上）平均出席 5人 

2021-2022 年度共開 6班學校家長班 

培靈 與九龍塘基址共用資料 

2021 年度研經營於 11 月 5、6 日舉行，主題《風雨中抱

緊……》，由張智聰博士擔任講員，講解詩篇。 

明年主題：「基督為首，敬拜復興安穩得力；教會是家，相愛互勉熱心

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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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佈道部  

1. 向外佈道部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一直努力實踐「辦學傳福音」的使命

異象，至今已發展成擁有 23間堂會的宗派。本年度各分堂受浸及轉會

會友合計有 214 人，有 20 間分堂已成立執事會，2 間分堂設有堂委會

專責管理堂會會務，各堂執事、堂委努力推展堂會事工。今年各分堂新

聘了 4 位傳道同工及 1 位宗教主任。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為止，各

分堂及醫院佈道事工委員會的事奉團隊計有：教牧同工 96 人、院牧 2

人、宗教主任 4 人、事務同工 40 人、福音或事工幹事 18 人、社工 1

人、庶務同工 38人，共有 199位同工參與事奉。 

2. 醫院佈道事工委員會 

醫管局因應政府就新型冠狀病毒最新情況，在 2020 年 1 月 25 日

將本港應變級由「嚴重」提升至「緊急」。在「緊急」應變措施下，公

立醫院不單限制著進院的人數，甚至在疫情下，院友的臨危探望、床邊

洗禮都受限制，教牧同工也未能進入病房，當下，院牧同工便肩負著他

們的託付。 

院牧義工服侍 

院牧義工雖在疫情下，未能進入醫院服侍，疫情期間仍製作三款書

簽送贈給院友、家屬、醫院職員及院牧義工們。其次，院牧義工亦編織

不同款色的冷帽及冷巾送給各院友，亦有院牧義工送贈尿片給院友，讓

他們在家屬未能送來時仍不缺用。 

醫護關顧 

元朗教會有三位姊妹送贈龜苓膏及曲奇餅給醫院同事，院牧部將

其送贈予專職部門同事。 

基督教活石堂於 2021年 5月送贈保健茶包與各醫護，院牧同工連

同「護士節禮物」送往病房，讓醫護在勞碌中得著支持與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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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牧同工亦於中秋節送上禮物往各病房的醫護同事，以作守望支

持。 

院牧義工因未能進入醫院服侍，2020 年的「全院聖誕報佳音」需

由院牧同工處理。同工將「聖誔禮物」送給院友及醫護員工，作為一點

心意，給予他們激勵與守望。 

義工關顧 

「公開講座」於 11/07/2021以「網上形式」舉行 

    講員：梁永善牧師 

    主題：重挫‧重檢‧重整 

「寧養訓練」──為核心義工講授（15/07/2020），三個月一次 

「網上祈禱會」──一個月兩次舉行，除守望院牧義工外，亦盼能

連結院牧義工及守望醫院各病房，為疫情中各項需要禱告。 

3. 聯合發展小組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基於各人安全和不欲妨礙堂會事奉的考

慮下，除了堂主任會議或聚會外，每年十多項集體聚會或活動大多要延

期或取消！只剩下一個全實體的年終感恩會（2020 年 7 月 9 日在上水

堂舉行），可以保留在這年度中舉行的也只有四個項目，其餘的都要取

消或延期至 2021-22 年才舉行（見下表），連「同工長期服務獎」也只

能靜悄悄地派送給各得獎同工。 

保留於 2020-21的聚會： 

• 18/6實體+視像講座「教牧領導與衝突的處理」（張國定牧師） 

• 9/7 年終感恩會（實體） 

• 22/8視像講座「從宣道會傳統看今天香港政教關係」（郭偉聯

教授） 

• 26/1/2021 聯堂同工退修日（各堂自組，「退修錦囊」由陳業剛

牧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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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至 2021-22的聚會： 

• 5/5/2021 建道神學院「中華宣道會日」 

• 8/8/2021聯堂同工長執領袖年會：「屬靈領導」（廖炳堂牧師、

葉松茂博士） 

其他：取消 

本年度屆滿前的另一個重要工作是「預備交棒」，迎接聯會制的新時

代。聯發於過去 40多年來一直堅守著的宗旨：關注各堂聯合、支援和

發展各堂同工；喜樂事奉、一起成長與守望等，相信將會在未來聯會中

延續，甚至發展得更遠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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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現有一所幼兒園、四所幼稚園、七所小學、四所中學及兩所國際學

校。於 2020-2021 學年屬校教職員共 1,244人，學生共 11,542人。在

過去一年，學校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及教育局的指引下，分別就停課

和復課作出妥善安排，讓學生能在理想環境下學習。本年度的教育事工

重點如下： 

1. 學校發展 

 宣道國際學校教職員宿舍已興建完成，並已於 8 月開放予老師入

住。學校第二期工程預計於 2022年春季竣工。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獲教育局分配大圍美林邨校舍，已於 2021 年 9

月正式遷入新校舍。 

 教育部和向外佈道部與建道神學院合作，開辦為期半年的課程，

舉辦異象分享及培訓予屬校及堂會同工拓展青少年福音事工。 

 本會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推展至本會津校、幼稚園及私校。 

2. 人事安排 

 本年度教育部委員成員包括崔永浩部長、蔡本讓弟兄、何式音姊

妹、黃偉強弟兄、余毓繁弟兄、梁樹雄弟兄、王香生弟兄、吳添揚

弟兄、羅俊虹弟兄及郭陳麗霞姊妹。各委員關顧本會不同學校，加

強教育部對屬校的關顧及溝通。 

 香港辦學團體協會之本會代表繼續為蔡本讓校長及廖亞全校長。 

 本會教育總幹事廖亞全校長繼續為本會教育事工給予寶貴及專業

的意見。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陳凱茵校長已於 2021 年 9月到任。 

 大坑東宣道小學潘恩慈校長於 2021 年 8月底辭任，新任校長劉雪

綸女士於 2021年 9月到任。 

 宣道會秀茂坪陳李詠貞幼稚園吳苑玲校長於 2021年 8月底榮休，

該校葉雪華主任於 2021年 9月起擔任署理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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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2021/2022 學年起，增設私校教育心理學家，為本會九龍塘宣

道小學及宣道國際學校提供校本教育心理服務。何婕妤姑娘獲聘

為私校教育心理學家。 

 由 2021/2022 學年起，本會獲教育局批准增設一名校本教育心理

學家，統籌學校為黃埔宣道小學。林佩詩姑娘獲聘為津校教育心

理學家。 

 本會半職教育心理學家江翠欣姑娘已於 2021年 8月底離任，老敏

婷姑娘接替職位，到任日期為 2021 年 9月 1日。 

 本會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督導主任姜源貞博士於 2021年 6月離任，

王潔瑩博士接替職位，到任日期為 2021年 7月 1日。 

 教育部副幹事馬嘉敏姊妹已於 2021 年 5月底離任，阮雁平姊妹接

替職位，到任日期為 2021 年 7月 12 日到任。 

3. 學與教 

教育部配合新高中課程的「其他學習經歷」，鼓勵學生參與五個範

疇的「其他學習經歷」，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與工作有關

的經驗、藝術發展及體育發展，設立「教育部獎勵計劃」。本年獎勵計

劃以舉辦聯合中學戲劇滙演為主題。戲劇滙演原訂於 7 月在香港理工

大學舉行，但疫情影響而延遲於 2022年 7月 8日舉行。 

4. 培訓與支援 

教育部重視教師的專業培訓及靈命培育，每年均舉辦不同的專題

講座及退修會，但因疫情影響下，原訂的部分聚會延期或以視像形式舉

行，本年如期舉辦之聚會扼要如下： 

 3月 6日：聯校校董培訓：涉及訓導事宜、私隱資料保密的法律講

座，講員為蘇文傑律師 

 5月 8日：聯校校董培訓：國家安全教育──學校具體措施，講員

為廖亞全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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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3日：聯校校董培訓：法律講座，學校管理層處理教師投訴

──法理與實務，講員為林壽康教授 

 12月 3日：聯校退修會：主題為和好的職份，講員為蕭壽華牧師；

專題為和諧校園，講員為黃成榮教授 

 12月 11日：聯校校董培訓：津貼中學財務管理工作坊，講員為廖

亞全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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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部  

現本部致力支持宗派差會事工、策動本堂差傳工作、關懷宣教士、

推動差傳教育、支持差傳機構及神學教育等。現簡述事工如下： 

1. 支持環球宣愛協會（AGS）： 

本部於 2020-2021年度，信心認獻 AGS的不同事工約 129 萬，部

長黃志彬執事及吳玉樹牧師亦有參與 AGS 執委會，為其註冊/非註冊

執委，定期出席會議共襄事工。其他工作包括協助差會推動宗派差傳事

工、差傳教育、短期服侍隊、認顧宣教士及本土同工等等。 

2. 關懷及支持宣教士： 

本部主要以奉獻支持及認顧 3個工場的宣教同工/事工，定期與宣

教士聯繫，發放宣教士消息《地平線上的那些人》。現時差傳部支持的

宣教士及工場為下列 3 個，另亦有個別團組認顧關懷不同地區之宣教

士： 

 工場／事工 宣教士／本土同工 

i. 柬埔寨金邊（教育及培訓事工） 鄺銘恩醫生、鄺伍美甜
伉儷 

ii. 西非塞內加爾（鄉村事工、華人事工） 陳錦嬋 

iii. 非洲剛果共和國（醫療服務） 宋安理（Henri）、黃凱欣
（Joyce）伉儷 

3. 差傳教育： 

差傳部定期舉辦差關祈禱會、出版通訊/短宣分享、舉辦差傳活動、

推動短期服侍隊、支持教牧參加宣教活動等。 

2021 年差傳部每三個月舉辦一次差關祈禱會，邀請宣教士出席分

享，認識宣教士及工場實際需要。 

今年差傳部繼續到各團組舉辦差傳周會，設計不同題材的材料包，

讓牧者與部委一同到小組互動，更全面更活潑地認識差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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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舉辦的差傳週「瀛‧要去傳」，包括：9月 1日起每日刊

登「求祈時刻」為日本和柬埔寨禱告；9 月 11、12 日的差傳夜及差傳

主日，由 OMF香港執行主任梁松英醫生和楊萃婷傳道主講。 

4. 參與本地跨文化服侍 

由部長帶領，參與西貢街南亞裔兒童街頭佈道工作，並組成探訪隊

關顧約 10個家庭。 

於 8 月 14-16 日舉行青少本地跨文化體驗及服侍日營，共 8 位青

少年人參加，接觸的群體包括南亞裔兒童和印傭信徒群體。 

5. 儲備宣教士 

楊傳道全力策劃及推動差傳教育事工，帶領部委一同預備差傳教

育材料包，於團契小組內舉辦差傳週會。 

楊傳道於 6月正式獲 OMF接納為宣教士，將於明年 3月前赴日本。 

6. 財政報告： 

2020-2021 年度預算總額為港幣 283 萬元，包括信心認獻 AGS 共

129 萬元，其餘用於支持短期服侍、推動差傳教育、及奉獻支持宣教／

福音事工及神學院等機構，差傳部亦會按財政狀況以及差會需要，奉獻

支持有需要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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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1/22 部委名單部委名單： 

部長： 黃志彬執事
#
 

副部長： 關嬰姊妹 

文書： 郭志貞姊妹 

財政： 蔡麗芬姊妹 

差傳家訊： 蔡麗玲姊妹、司徒愷儒姊妹 

短宣行政： 楊萃婷傳道、陳錦晃弟兄
#
、郭志貞姊妹 

差關宣傳： 梁昭薇姊妹、關嬰姊妹 

宣教士聯絡關懷： 蔡麗芬姊妹 

差關大使聯絡人： 關嬰姊妹 

教牧： 陳露娥牧師、吳玉樹牧師
#
、楊萃婷傳道  

#
2021/22年度環宣註冊及非註冊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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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部  

主日學部有不同的課程包括 - 聖經研讀循環班、聖經書卷研讀班、

長青班、信仰探討班及門徒訓練課程。 

過往一年因疫情關係，原本的兩個時段主日學（早堂時段 9:15-

10:30、午堂時段 11:00-12:15）也沒有實體上課，改為線上課堂及發

放影片，參與的人數雖有影響，但不太嚴重，為此感恩。 

塘宣的門徒訓練共分三個皆段進行：初信門訓、進深門訓、組長門

訓。配合教會細胞小組的發展，進深門訓已經以小組形式進行，主日學

部繼續與教牧同工商討課程的改變，配合教會一堂兩址、細胞小組及其

他傳福音事工的需要。 

聖經研讀循環班已經在 9月回復實體上課（9:00-10:15），盼望更

多的弟兄姊妹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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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樂部  

現聖樂致力推動本會聖樂事工，期望以音樂輔助會眾敬拜神、認識

神並回應神，透過音樂提升屬靈生命質素。為此聖樂部協同牧師及傳道

策劃、領導及發展教會整體音樂事工，並藉培養和訓練，加深會友對聖

樂的喜愛和認識，從而進入更深層次的敬拜中。聖樂部主要負責的聖樂

事工包括： 

1. 編訂每周主日崇拜的詩歌及安排聖樂事奉人員； 

2. 成立教會詩班、敬拜隊及器樂團隊，帶領會眾以音樂敬拜神； 

3. 編訂培靈會、佈道會、及其他特別聚會的詩歌及聖樂安排。 

聖樂部各事奉人員及團隊包括領詩、司琴、早堂詩班、午堂詩班、

男聲小組、器樂小組、敬拜隊及兒童手鐘隊。由於疫情緣故，早堂詩班、

男聲小組、器樂小組及兒童手鐘隊暫時仍未恢復練習。 

領詩及司琴 

每次崇拜負責領詩的弟兄姊妹都會構思如何適當及有效地帶領會

眾投入頌唱；司琴亦與領詩充分溝通，務求以合適的速度、音量及伴奏

方式營造合宜的音樂氣氛。為幫助負責領詩的弟兄姊妹在領唱的角色

上進一步發揮，本部計劃於本年度進行領詩訓練，讓領詩們在屬靈層面

及領唱技巧上得到裝備，以致會眾更能透過詩歌傾情敬拜讚美神。 

詩班 

詩班自 1950 年代成立以來，一直在早、午堂主日崇拜、特別節日

崇拜及本會其他聚會中獻詩，亦為教會肢體之婚禮、追思禮及安息禮獻

詩。隨著早堂的需要，現分為早、午堂詩班。但由於疫情緣故，早堂詩

班暫未恢復獻詩，午堂詩班則於每周午堂崇拜中獻唱，練習時間為主日

9:00-10:15 及 12:00-14:00。今年詩班獲邀於第 93屆港九培靈研經會

及基督教聯會第 27屆培靈奮興大會中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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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隊 

本會敬拜隊包括 LCC 敬拜隊、青少年崇拜敬拜隊及蝴蝶谷基址敬

拜隊，於所屬崇拜及各類聚會中負責帶領詩歌敬拜。 

由於疫情緣故，原訂慶祝本會成立八十周年的音樂會未能舉行，現

改為於 12 月 11 日舉行堂慶感恩讚美會，盼望能與一眾弟兄姊妹數算

主恩，將榮耀頌讚歸與神，亦預備好自己，於聖誕節期將主耶穌的救恩

與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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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部  

青少年部負責牧養初中至大專的年青人，逢主日上午舉行青少年

崇拜，另於崇拜後按年級設有四個青少年小組，分別是中一組，中二三

的 KGB（King’s Glorious Believer）、中四五的 CIA（Christ is 

Awesome）、中六大專的 Faith行者（以信心飛翔）。而大專穌嚟世組已

於 10月加入週六 LCC的群體。 

現時共有 1.5 名教牧（一位全職、一位部分時間同工），1 名福音

幹事及 6 位導師負責牧養及帶領青少年，主要透過每兩個月舉行的分

享會互相代禱及商討事務。 

去年因著疫情，曾於 Facebook專頁直播崇拜，小組亦於崇拜後以

網上平台聚會。到了 2021 年初逐步恢復實體聚會，同時有網上直播。

直至年中，完全恢復實體聚會，並移師至宣小五樓 Minihall 聚會，停

止直播。 

2021 年暑假，再次舉行一年一度的夏令會，但因防疫緣故，改為

四天的日營。營會主題為「Seontou」（「信徒」、「順途」的粵語拼音），

帶出在不順利的境況中如何堅守信仰，一起在信仰路途上同行，共有 

42 年位青人及導師參與。 

學校福音事工方面，本年度塘宣繼續成為基督少年軍 89 分隊（賽

馬會官立中學）的夥伴教會，推動基督教教育。現時名單上有 70位學

生，本學年已恢復實體集隊，有六十多人出席。至於與九龍塘宣道小學

的合作，自 2017年同工均有參與高小早會、小五六團契及畢業營作福

音預工。本年度因疫情緣故，早會改為網上分享信息，而團契活動未能

恢復。畢業營則改為於校內舉行的日營，同工在當中作為組長及負責部

分活動環節，及有本堂年青人分享見證。 

感謝神在恢復實體聚會後，牧區人數比去年有所回升，亦有新朋友

加入並穩定聚會。但同時我們都面對升學和移民潮的挑戰，2021 年再

有 9位年青人離開香港，其中包括核心的事奉人員。另外，主日地方使

用的限制，也為事工的發展帶來難處。求主繼續保守及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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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部  

聯誼部是一個服侍人的部門，我們的恆常服侍如下: 

1. 講壇前擺上姊妹們花盡心思插的盆花，讓大家在神所創造美麗

的花朵中敬拜; 

2. 早堂之後在禮堂側設有【聯誼角】，為弟兄姊妹提供一個相交的

時刻; 因疫情關係，已暫停開放。 

3. 每逢父母親節，負責預備一些小禮物送給爸爸媽媽們; 

4. 2021年 8月重組探訪隊，因疫情影響，以電話慰問對象為主。 

現有探訪員共 37位，探訪對象為 88人。 

疫情影響下，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8 月探訪隊出訪次數共 9

次，探訪幹事出訪次數共 22次；探訪以電話慰問共 696次。亦

有在 2020 年 3-4 月送贈防疫包給有需要長者共 29 人次。在

2020年 12月-2021 年 2月郵寄新年禮物包共 95人次。 

在 2021 年 3 月郵寄復活節禮物包共 100 人次，是次郵包由探

訪幹事教授和諧粉彩畫班，邀請了 10 位團組姊妹們制作復活

節畫送給長者，讓她們感受教會姊妹的愛心，也使姊妹們發揮

創作恩賜，於學習與事奉一起，相得益彰。 

聯誼部負責的大型活動有堂慶午餐，定於每年 12月第一個主日崇

拜後。今年是塘宣八十一週年，原定於 12 月 5日假荃灣如心酒店舉行

的聚餐，由於疫情及受限聚令的影響，執事會決定取消今年的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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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惠部  

慈惠部支援在經濟上急需援助的肢體。除了透過慈惠金和抗疫援

助慈惠金等經濟支援之外，也會在禱告裏記念他們的需要，盼望他們在

困難裏也能感受基督的愛。 

1. 截至 2021 年 9月底，受助的有 7個案，合共 $138,570，細節如

下： 

 2 個案為分堂會友，援助他們的醫藥費／輔導費／生活費等 

（$43,400）。 

 4 個案來自所屬堂會的學校。學生的家庭因突發事故需要經

濟援助，以幫補書簿費、補習費、醫藥費和生活開支等

（$90,000）。其中一個家庭，本部除了發放慈惠金 $36,000 

之外，也替他們申請了關長老基金 $14,000 賙濟所需。 

 1個案是本堂會友，需要幫助購置家中電器（$5,170） 

本部發放援助金後，仍會繼續跟進他們的需要。 

2. 2021年 6月，經執事會通過，撥款 $10,000 慈惠金，支持「開

心樹社會服務有限公司」的印度貧民食物捐助計劃。 

3. 2021 年 7 月，慈惠部的動議獲常務和執事會接納，修訂了慈惠

部章程和慈惠金指引中關於對象的定義，擴闊受助者的範圍至

非信徒，而教會及屬下各分堂，及學校之校友及學生優先考慮。

期望更能夠藉著慈惠的工作傳揚基督的愛和福音。 

4. 2021年 9月，把會友捐贈的 16張餅卡，送給潼心飯堂，作為慶

祝中秋節之用。 

5. 2021 年 9 月，慈惠部和差傳部商討，釐定了兩部在西貢街事工

的角色和崗位。 

6. 2021年 9月中秋節，分別資助：a) 火柴姐姐派水果給西貢街新

移民 $2,520; 及 b) 撒母耳下小組派月餅給無家者等外展服

侍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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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逐漸受控，本部與義工隊將探討重啟探訪、外

展等事工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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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制事工  

轉制專責小組自 2018 年 1 月起執行執事會 2017 年 9 月份有關啟

動轉制程序之議決，並按所通過之轉制時間表落實工作。轉制專責小組

的職能在於成立聯會及協助各堂獨立註冊，感謝主的恩典及保守，有關

轉制事工最新情況如下： 

1. 律師正按聯會及各堂會有限公司指示，陸續回覆稅務局有關慈善團

體免稅資格申請的提問； 

2. 執事會各功能小組正與各相關堂會個別跟進轉制相關工作（包括資

產轉移、同工轉職、會友會籍等事宜）。 

轉制到此階段已達尾聲，聯會成立慶典亦將於 2021年 11 月舉行。

誠然，轉制工作的 17 年間經歷極大的困難與挑戰。但神的恩典豐足，

祂親自賜下合一、平安與安慰。聯會的成立將揭開宗派新的一頁，轉制

專責小組藉此感謝本會各堂和所有弟兄姊妹的同工及禱告守望，同心

完成此異象，見證在神沒有難成的事。願將一切榮耀、頌讚歸與父神！ 

 

  



2021 年會務報告 

25 
 

聯會  

新辦公室 

聯會在五月下旬搬進長沙灣現址，與環球宣愛協會共用辦公室。兩

個機構的同工因此有更多合作的機會，彼此的友誼也更加深，這是意想

不到的禮物，為此感恩。 

聯會與堂會有限公司運作預備 

聯會亦舉辦了幾次發佈會，讓堂會有限公司較為掌握在稅局批核

為慈善團體前有更充份的準備。我們提醒和協助各堂會有限公司委任

公司秘書、開立銀行戶口、預備核數報告，及派發了「堂會有限公司運

作安排核對表」等。 

與塘宣執事會工作小組合作 

臨時辦公室亦與塘宣執事會的工作小組，在人事聘任、資產轉移、

社會服務單位的租約轉移、聯會成立慶典暨總幹事就職禮工作小組等

一同工作。 

各樣行政指引 

另外，亦修訂了《聯會行政手冊》內的「按牧指引」、「聖禮執行」、

「聘牧指引」、「會籍安排」。另外，還有「中華宣道會會徽使用守則」、

「董事會與執事會工作指引」，現亦跟華人基督教聯會商議加入華聯會

的安排等。 

培訓工作與堂會關顧 

在培訓工作上，我們舉辦了包括：教牧同工祈禱會、《新時代下的

香港教會》講座、聯堂領袖年會以《屬靈領導》為題、堂主任會的特別

專題分享、建道神學院的「中華宣道會日」、以《逆境中的靈操練》為

題的聯堂同工退修營。亦開始了與一些教牧同工的小組聚會，以彼此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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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會亦定期發出聯會及為各堂會代禱的指引，探訪堂會及約見同

工等。 

總結 

今年的工作雖是非常繁多，但得到眾多同工長執的協助，聯會各項

工作亦得以陸續開展，期望日後聯會能更有效得支援堂會，使到堂會不

辱使命，就是成為基督聖潔的新婦，就是成為有生命力、彼此相愛、憂

戚與共、對主忠誠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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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報告  

A. 財政：2020-2021年母會財政年度常費淨收入為 HK$16,110,773，常

費支出為 HK$14,725,295，常費盈餘為 HK$1,385,478。 

B. 人事： 

本會教牧同工︰ 

牧師 

顧問周永健牧師、堂主任羅錦添牧師、九龍塘基址事工主任陳露娥牧師、

蝴蝶谷基址事工主任吳玉樹牧師、車耀宏牧師、甘樹堅牧師、葉俊輝牧

師、陳嘉榆牧師（蝴蝶谷）。 

傳道 

王以殷、劉雅芝、楊萃婷、麥倩儀（部份時間 16/6 到任）。 

區嘉寶（部份時間 6/7 離任）、劉俊樂（17/7 離任）、李家頴（部份時

間 31/10 離任，1/11 為義務傳道）。 

本會福音幹事： 

青少年事工幹事蕭麟婷 （24/8到任）及探訪事工幹事梁燕萍、兒童事

工幹事楊凱廸（九龍塘）及盧潔瑩（蝴蝶谷）。青少年事工幹事梁偉雄

（8/8離任）。 

本會事務同工︰ 

行政主任祝敏兒、助理行政主任王靜怡、幹事鍾健華、副幹事郭嘉儀、

助理幹事劉煒欣（23/4到任）、秘書蔡美兒、影音及資訊科技幹事區漢

光、會計張美善、助理會計黎品賢、聯堂幹事李靈珊、聯堂幹事梁麗榆、

教育部行政主任方麗雯、教育部副幹事阮雁平（12/7 到任）、工友葉健

弟、叶美玲（25/6 到任）、蝴蝶谷基址副幹事林軒朗。 

蝴蝶谷基址秘書黃榮恩（14/10 離任）、教育部助理幹事吳鳳圓及馬嘉

敏（分別於 13/11/2020 及 31/5 離任）、工友葉愛儀（11/5 離任）、物

管助理幹事黃沛洋及陳家健（分別於 2/4 及 30/9離任）、助理幹事李嘉

穎（12/11/2020離任）。 

醫院佈道同工：林慧莊、林國基。  * 日期以日/月次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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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度 

執 事 會 各 職 員 芳 名 

 

主     席： 余毓繁執事  副  主  席： 劉國傑執事 

文     書： 董何美玲執事  司     庫： 馬萬祥執事 

司     數： 鄧蔭麟執事  向外佈道部部長： 潘阮美倫執事 

教 育 部 部 長 ： 崔永浩執事  傳 道 部 部 長 ： 杜淑貞執事 

差 傳 部 部 長 ： 黃志彬執事  聖 樂 部 部 長 ： 莫僑浩執事 

主日學部部長： 梁鴻文執事  青少年部部長： 張桂強執事 

聯 誼 部 部 長 ： 楊惠玲執事  慈 惠 部 部 長 ： 譚 嘉渭執事 

修葺委員召集人： 徐人傑執事  塘宣通訊編輯： 黎 淑儀執事 

影音資訊科技組召集人： 李漢華執事    

其他現任執事： 張國權執事、蔡吳小娟執事、朱子孟執事、劉張羽翹

執事、廖淑如執事、潘健明執事、盧何杏芳執事、文

爾琳執事、吳慶懷執事、葉翁萍心執事 

長老及教牧同工為當然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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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電話：3443 0300   網址：www.kta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