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禱告開始》 

　　弟兄姊妹，過去⼀年我們經歷教會的遷堂，今年開始設⽴部委，以  

分擔教牧的⼯作。參與事奉的⼈明顯⽐過去都多，佔全會眾三分⼀有多；

這些變化都在說明，教會從家庭協作逐漸進⼊新的階段。⾯對如何妥善  

安排教會的牧養、彼此團契、教育和⽇常運作，我們需要主的引領，並以

團隊⽅式⼀同配合，⼤家各盡其職，教會才會繼續成⾧，正如使徒保羅所

⾔：「靠著他全⾝都連接得緊湊，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彼此  

相助，使⾝體漸漸增⾧，在愛中建⽴⾃⼰（弗四16）。」 

　　然⽽，當執事會及各領袖為各樣計劃籌謀之時，我們都有著相同的  

共識，就是禱告上帝的重要。基督徒之所以被⼈認出，不但他們有彼此  

相愛的⼼（約⼗三35），也因為他們倚靠主⽽活（西⼆6），這個凡事    

交托上帝的特質，是我們獨有的，讓⼈知道我們無論起跌，都有上帝的  

同在；得榮耀的不是我們，⽽是上帝。故此，執事會⼀⽅⾯為教會定⽴  

五年計劃，更將第⼀年的計劃定為禱告年，期望能在⼀切計劃以先，      

與會眾⼀同建⽴禱告的⽣活，盼望藉著教會，動員會眾不但為⾃⼰禱告，

更願意恆常地、為教會並全會眾的屬靈⽣命禱告，求主恢復我們愛主的

⼼，亦求主幫助我們，預備⾃⼰服侍祂。 

　　在此呼籲弟兄姊妹，⼀同為眾⼈的靈命、為教會禱告。教會未來將會

推展各樣禱告的⾏動，盼望會眾能⼀同參與，最終能幫助⼤家，建⽴恆常

禱告的習慣，以此成為我們跟隨主的標記。——黎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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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教會主要事奉⼈員（請⼤家為領袖禱告） 

同⼯會 
教牧：黎光偉牧師｜黎郭鳳玲師母（兼） 
⾏政：胡華賢幹事｜廖⾦⼩堅幹事（兼） 

執事會 
當然主席－黎光偉牧師｜教牧－黎郭鳳玲師母 
副主席兼⽂書－盧⿈淑卿 
聯絡－李⾺⽟珍｜總務－何儉⽂｜司庫－李劍聰｜司數－鍾志江 

監事會主席：朱毅仁｜監事會成員：鍾盧⾬晴｜林智明 

差傳部：部⾧－劉明昆｜副部⾧－傅淑君 
聖樂部：部⾧－何儉⽂｜副部⾧－黎光頴 
關顧部：部⾧－李葉怡 

財務⼩組：黎郭鳳玲師母｜鍾志江｜李劍聰｜顧振興｜丘福源｜區⽴昇 
宣傳⼩組：林智明｜⿈紫君｜林頴斯 
詩班：詩班⾧－蔣麗雲｜職員－梁家榮｜李⽂⿓ 

團契 
信恆成年團：團⾧－李⾺⽟珍｜⽂書－余瑞瑩｜總務－張⽢群意 
信愛伉儷團：團⾧－鍾盧⾬晴｜⽂書－梁慧聰｜財務－關穎 
信德青年團：團⾧－李佩珍｜⽂書－譚雅恩 
信恩青年團：團⾧－⿈重凱｜⽂書－陸弟強｜宣傳－何嘉裕 
　　　　　　財務－梁家榮｜活動－⿆慧婷 
信諾少青團：導師組⾧－蔣麗雲｜導師－葉騰蓉｜李然康｜⿈重凱｜郭萬榮導師 
　　　　　　團⾧、總務－盧以琳｜⽂書－李政烽｜聯絡－ 盧以翹 

兒童主⽇學 
校⾧－黎郭鳳玲師母｜幼稚级級⾧：梁吳皆英 
幼維級導師：崔李潔瑩｜區盧結殷｜羅陳惠萍｜𧝁梁慧聰｜劉吳稀蘊｜ 
　　　　　　劉尤曉瑩｜⽂張予穎｜陳林雅詩｜朱雅祁｜鄧⿈雯 
初⼩級導師：李佩珍｜⿆慧婷｜陳佩慈｜盧崢嶸｜郭萬榮導師 
中⼩級導師：朱馮紫華｜顧樂恩｜⿈浩楠｜李劍聰 
⾼⼩級導師：盧⿈淑卿｜阮佩瑤｜曾劉洋｜黎梁鳳曉 



12⽉各經常聚會出席⼈數（平均數）： 

12⽉份肢體及聚會消息： 

• 12⽉1⽇起，神學⽣李佩雯導師，將到本堂開始為期⼀個⽉的實習； 

• 12⽉12⽇（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禱會； 

• 12⽉15⽇（⽇）第⼆屆王⼦⽂化祭，包括兒童、⻘少年及成⼈聖誕聚會； 

• 12⽉22⽇（⽇）聖誕主⽇，由本堂黎光偉牧師證道； 

• 12⽉27-28⽇（五-六）研經⽇營，由建道神學院馮耀榮牧師主講； 

• 12⽉31⽇（⼆）除夕聚餐/除夕交通會/守年更祈禱會； 

• 謝家煒弟兄因連續⼀年缺席主⽇崇拜，按會章⾃動取消其會籍。 

1⽉份聚會及消息： 

• 1⽉9⽇（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禱會； 

• 1⽉17-19⽇（五-⽇）研經⽇營，由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溢堂主任馮錦鴻牧師主講； 

• 1⽉19起，教會50代禱勇⼠召募開始，期望弟兄姊妹積極參與； 

• 1⽉20⽇（⼀）7時半⾄9時15分，有香港讀經會播放聖經專題講座的預錄播放； 

• 1⽉21⽇（⼆）會友潘⻘安息主懷，終年93歲，求主安慰她的家⼈； 

• 1⽉23⽇（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肢體交通會。 

主⽇崇拜 249 (147) 信諾少⻘團 19 (11) ⽉禱會 6

兒童主⽇學 71 (48) 信恩⻘年團 29 (16) 交通會 50

信愛伉儷團 10 信德⻘年團 4 (3) 信恆成年團 20

1. 教會已開始「50禱告勇⼠計劃」⿎勵弟兄姊妹為教會祈禱，求神興起我們禱
告的⼼，透過禱告共同⾒證上帝在教會的作為和恩典。 

2. 感恩教會⼀連三場的研經營完滿結束，共有52位弟兄姊妹參與，平均每場32
位弟兄姊妹出席。求神賜我們有渴求祂話語的⼼，並成為我們⽣命的根基。 

3. 為教會所差派往烏⼲達的宣教⼠上⽺牧師⼀家，其宣教中⼼之興建基本完
成，為此感恩，求主使⽤，並差派更多⼯⼈參與服侍。



2020年教會主要聚會　更新⽇期：2020年1⽉8⽇ 星期三 

⽉
⽇    
期

週 項     ⽬ 負責同⼯ 負責執事／團隊 對    象 ⽬   的

1 17-18
五⾄
六

研經⽇營 
從創世記看逆轉⼈⽣

黎牧師｜馮錦鴻牧
師

鍾執事 公開 研經

2

9 ⽇
教會全年計劃巡禮 
（早堂家事分享）

黎牧師 全體執事
本堂會

眾
年度計劃

15-16
六⾄
⽇

事奉⼈員退修會 黎牧師 何執事｜聖樂部
教會領

袖
培靈

3

1 ⽇
第⼀季教會主⽇祈禱會

（早堂後）
全體執事

本堂會
眾

祈禱

15 ⽇ 迎新會（上半年） 黎師⺟ 關顧部 新來賓 福⾳預⼯

4

10 五 受苦節祈禱會 * 黎牧師 聖樂部 公開 祈禱

12 ⽇ 復活節培靈主⽇ *
黎牧師｜播道會泉

福堂
聖樂部｜關顧部

本堂會
眾

培靈

5

10 ⽇ ⺟親節主⽇ * 黎師⺟ 黎師⺟｜⿈執事
會眾⺟

親
福⾳預⼯

16 六 懇親午宴 黎師⺟ 李執事 家庭 福⾳預⼯

23 六 家長祈禱會 黎師⺟ ⿈執事
本堂家

長
培靈

24 ⽇ 差傳主⽇ 黎牧師 差傳部 公開 培靈

6

7 ⽇
第⼆季教會主⽇祈禱會

（早堂後）
全體執事

本堂會
眾

祈禱

21 ⽇ ⽗親節主⽇ * 李立勝傳道 黎師⺟｜⿈執事
會眾⽗

親
福⾳預⼯



7

4 六 jnX⾳樂分享會 JnX⼁黎牧師 聖樂部 公開
培靈⼁佈

道

27-31
⼀⾄
五

兒童暑期聖經班 黎牧師、師⺟
兒童主⽇學 

短宣隊｜聖樂部
兒童 佈道

8

2 ⽇ 暑期聖經班頒獎禮 黎牧師、師⺟
兒童主⽇學｜聖樂

部
親⼦ 佈道

22-2
4

五⾄
⽇

⻘少年夏令營 黎牧師 信諾團｜短宣隊 ⻘少年
培靈｜佈

道

9

6 ⽇
2020年執事候選⼈ 

選票派發
黎牧師 本堂同⼯

本堂會
友

選舉

6 ⽇
第三季教會主⽇祈禱會

（早堂後）
執事

本堂會
眾

祈禱

20 ⽇ 堂慶主⽇ * 黎牧師 ⾺執事｜聖樂部
本堂會

眾
培靈

27 ⽇

2020年執事選票 
會友⼤會信派發 

2020年教會 
事⼯意⾒表派發

黎牧師 本堂同⼯
本堂會

友
選舉

10

4 ⽇ 福⾳主⽇－粵曲分享
黎牧師｜宣道會錦

繡堂
聖樂部｜關顧部 公開 佈道

18 ⽇ 迎新會（下半年） 黎師⺟ 關顧部 新來賓 福⾳預⼯

23 五 2019年會友⼤會 黎牧師 本堂同⼯｜執事
本堂會

友
培靈｜選

舉

11 13-14 五-六 研經⽇營 黎牧師｜朱莉傳道 李執事 公開 研經

12

6 ⽇
第四季教會主⽇祈禱會

（早堂後）
全體執事

本堂會
眾

祈禱

13 ⽇

王⼦⽂化祭 
－兒童聖誕福⾳聚會

黎師⺟ 兒童聖經學校 公開 佈道

王⼦⽂化祭 
－⻘少年聖誕福⾳聚會

黎牧師 信諾團導師 公開 佈道

王⼦⽂化祭 
－聖誕福⾳嘉年華*

黎牧師｜待定講員
⾺執事｜關顧部｜

聖樂部
公開 佈道

20 ⽇ 聖誕主⽇ * 蔡牧師 關顧部 公開 佈道

31 ⼆
除夕禁食 

感恩會/守年更祈禱會
黎牧師 鍾執事

本堂會
眾

培靈

*本堂詩班或領唱⼩組獻唱（主⽇只早堂
崇拜）



奉獻封

2019年12⽉

【01】 3,300 【02】 100 【03】 100 【04】 1200 【05】 500

【06】 1,000 【07】 2,000 【08】 200 【09】 500 【10】 400

【11】 400 【12】 300 【13】 2,300 【14】 2,000 【15】 4,000

【16】 4,000 【17】 2,000 【18】 2,000 【19】 2,000 【20】

【21】 5,000 【22】 2,500 【23】 1,800 【24】 100 【25】 200

【26】 500 【27】 1,200 【28】 1,200 【29】 500 【30】 20,000

【31】 350 【32】 10,300 【33】 8,000 【34】 300 【35】 1,500

【36】 1,200 【37】 500 【38】 300 【39】 3,600 【40】 2,000

【41】 1000 【42】 515 【43】 1030 【44】 100 【45】 3,090

【46】 200 【47】 33,000 【48】 100 【49】 1,100 【50】 2,000

【51】 2,000 【52】 500 【53】 1,000 【54】 500 【55】 3,500

【56】 100 【57】 2,500 【58】 100 【59】 6,000 【60】 8,000

【61】 5,150 【62】 5,150 【63】 2,000 【64】 300 【65】 4,200

【66】 16,850 【67】 200 【68】 1,000 【69】 1,000 【70】 1,000

【71】 20,000 【72】 103 【73】 【74】 2,000 【75】 1,800

【76】 5,000 【77】 1,730 【78】 500 【79】 600 【80】 1200

【81】 2,100 【82】 500 【83】 1,000 【84】 5,000 【85】 5000

【86】 10,000 【87】 5,700 【88】 2,000 【89】 2,000 【90】 2500

【91】 500 【92】 2,000 【93】 6,250 【94】 2,000 【95】 8000

【96】 200 【97】 10,000 【98】 【99】 【100】

差傳認獻

2019年12⽉
【1】 700 【2】 【3】 200 【4】 200 【5】 500

【6】 【7】 200 【8】 2,000 【9】 【10】

【11】 【12】 2,000 【13】 【14】 【15】 2,000

【16】 200 【17】 【18】 【19】 【20】

【21】 【22】 200 【23】 3,700 【24】 【25】 300

【26】 300 【27】 1,000 【28】 【29】 【30】

【31】 3,710 【32】 【33】 1,600 【34】 500 【35】

【36】 【37】 【38】 【39】 300 【40】

【41】 2500 【42】 【43】 【44】 【45】 200

【46】 【47】 【48】 2,000 【49】 100 【50】

【51】 【52】 【53】 【54】 1,000 【55】 4,000

【56】 500 【57】 2,600 【58】 100 【59】 【60】

【61】 【62】 【63】 600 【64】 【65】

【66】 1,000 【67】 1,800 【68】 【69】 【70】

【71】 【72】 600 【73】 【74】 【75】 1,000

【76】 【77】 200 【78】 【79】 【80】

【81】 【82】 【83】 【84】 400 【85】 400

【86】 【87】 【88】 【89】 2,000 【90】 100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1,000 【99】 【100】

【101】 【102】 【103】 【104】 500 【105】 20000

【106】 【107】 【108】 【109】 200 【110】 500

【111】 200 【112】 500 【113】 400 【114】 500 【115】

【116】 【117】 【118】 300 【119】 【120】



2019年12⽉收⽀表

收入 ⽀出

2019年11⽉堂費累積結存   1,620,490.79 
奉獻/其它 同⼯薪⾦   105,307.00 
當納⼗⼀ 163,730.50 公積⾦及利息   4,377.30 
其他 7,833.00 堂址租⾦   70,040.00 
無封 22,100.10 ⻘少年部   4,582.80 
主⽇學 842.60 神學⽣實習費   7,575.00 
獻花 600.00 講員費及接待費⽤   11,520.30 
信諾團 150.00 愛⼼樹奉獻   4,000.00 
感恩 1,230.00 恆常運作開⽀   14,573.11 

租⾦收入 18,540.00 雜費   2,830.60 
銀⾏轉帳奉獻1 16,000.00 電器傢俬   3,613.50 
銀⾏轉帳奉獻2 1,000.00 王⼦⽂化祭   958.00 
銀⾏轉帳奉獻3 700.00   229,377.61 
銀⾏轉帳奉獻4   2,000.00 
銀⾏轉帳奉獻5   700.00 
銀⾏轉帳奉獻6   300.00 
銀⾏轉帳奉獻7   1,000.00 
銀⾏轉帳奉獻8   16,000.00 
銀⾏轉帳奉獻9   9,000.00 

銀⾏轉帳奉獻10   1,000.00 
  262,726.20 

代轉 代轉
FCS   1,000.00 FCS   1,000.00 
郭鳯玲師⺟   200.00 郭鳯玲師⺟   200.00 
神學⽣佩雯   5,550.00 神學⽣佩雯   5,550.00 
神學⽣幸裕   1,600.00 神學⽣幸裕   1,600.00 
美儀傳道   100.00 美儀傳道   100.00 
董上⽺宣教⼠   100.00 董上⽺宣教⼠   100.00 

廖意詩   5,150.00 廖意詩   5,150.00 
A   200.00 A   200.00 
B   1,800.00 B   1,800.00 

  15,700.00   15,700.00 

總收入   262,726.20 10⽉堂費累積結存 1,653,839.38 

$1,898,916.99 1,898,916.99

12⽉堂費收入: $262,726.2                12⽉堂費⽀出: $229,377.61                      12⽉堂費盈餘: 33,348.59

11⽉結存 12⽉收入 12⽉⽀出 12⽉結存

差傳基⾦ 203,950.10 78,625.00 282,575.10

神學基⾦ 49,666.50 4,810.00 54,476.50

慈惠基⾦ 19,202.30 109.50 19,311.80

退休教牧基⾦ 106,523.80 12,570.00 119,093.80

發展基⾦ 2,722,048.15 17,725.00 裝修後加⼯程 161,910.00 2,577,863.15

*給予本堂之⽀票抬頭請寫「澳⾨基督教會信⼼堂」  司庫: 鐘志江    司數: 顧振興   核數: 郭鳯玲
中國銀⾏澳⾨元⼾⼝/ Igreja Protestante Faith Church de Macau  1 8 0 7 0 0 1 0 2 8 7 2 6 2 0  
中國銀⾏港元⼾⼝   / Igreja Protestante Faith Church de Macau  1 8 1 4 1 1 1 0 2 4 7 7 5 5 0 



2020年1⽉份差傳單位代禱需要 

差派單位：董上⽺、蔡佩恩宣教⼠（烏⼲達） 

1. 在非洲做⼯程⾯對的問題真的超乎了我想像；但感恩我們快完成了；求主保守不要再出現⼈為的問題！

2. 我們已經在新教會崇拜，1⽉11⽇開幕禮。

⽀持單位：呂⽂東、鍾倩⽂宣教⼠（柬埔寨） 

1. 為新光、美⾨在新年度（每年10 ⽉開始）的順利和進步感恩，也求主賜下智慧、親⾃帶領同⼯成長；
並保守著事⼯的發展，領⼈⽣命成長和早⽇歸主。 

2. 新年度的主⽇信息以「耶穌是誰？」作主題，求主引導各⼈更認識祂，希望信息和活動都吸引更多⼈
參與崇拜。 

3. 為再有機會探索新事⼯感恩和興奮，求神顯明祂的意。 

4. 為我們有健壯的⾝⼼靈禱告，求主給與我們有祂話語的滋潤；也求神看顧我們的家⼈，在風暴中有平安。 

⽀持單位：劉淑姬宣教⼠（泰國） 

1. 為我3⽉底預備回去臺灣交接事⼯禱告。 

2. 為宣教中⼼的各樣事⼯禱告。 

3. 為需要本地同⼯禱告，⽋缺⼯⼈。 

4. 為我預備回家的⼼情和情緒禱告，⼼中很複雜。 

5. 為我媽媽失智禱告，造成⼤姐的重擔禱告，也因⾃⼰幫不到忙⽽愧疚，求神幫助媽媽願意住在⼤姐家
禱告。 

⽀持單位：許沛鋒、⿈麗君宣教⼠（⽇本） 

1. 感恩差會同⼯Macy來訪順利，請為她明年來TMC協助華⼈事⼯的⼀切籌備⼯作代禱。  

2. 感恩TMC有熱閙喜樂的聖誕主⽇，求主使⽤教會吸引及得著更多來TMC的慕道者。  

3. 感謝主讓沛鋒、麗君⼀⽉回澳分享⼯場的事⼯，求主⽤他們的分享⿎勵更多⼈⽀持及獻⾝宣教。  

4. 他們新⼀年能繼續在TMC事奉，求主供應他們宣教的經濟需要，讓他們專⼼事奉祂。感謝郭必鋒牧師
與師⺟來TMC⿎勵宣教同⼯，求主賜福他們⼀家及在加拿⼤服事的華⼈。 

5. 感謝主讓我們回到⺟校⿎勵今屆留學的新⽣，求主讓TCU訓練更多在⽇本的宣教⼠。 

⽀持單位：萬嘉健、梁雅麗宣教⼠（⽇本） 

1. 離開學校後未來的語⾔學習與當地教會的合作及弟兄姊妹的⼀同服事、饅頭的藝術宣教及雅麗的神學
研究的發展。 

⽀持單位：鄭美紅宣教⼠（泰國） 

1. 感恩美紅的差遣禮於5/1順利完成，深深感受⼀眾弟兄姊妹滿滿的愛護；求主繼續幫助孩⼦走前⾯的路！ 

2. 感恩斷·捨·離⼯程進⾏順利，美紅會於14/1離港，⺟會有三位代表將於16/1到曼⾕出席OMTH⼗週年
慶祝，屆時亦會幫忙運送⾏李；求主保守⼀切順利。 

3. 請記念20/1-1/2美紅前往德國參與OM International 迎新會議及訓練代禱，當地氣溫為零下五度左右；
願美紅能適應當地天氣，並且能在會議有美好學習及與各⼯場同⼯有美好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