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1 月各經常聚會出席人數（平均數）： 

主日崇拜      

兒童主日學 

223 (151) 

56 (44) 

信諾少青團 

信恩青年團  

15 (13)      

39 (20) 

祈禱會    

交通會 

16 

10 

信愛伉儷團 16 (10) 信德青年團 13 (7) 信恆成年團 8 

 

* 奉獻封 

10 月            

【24】 1000 【61】 500 【87】 2000 【88】 20 【89】 500 【90】 500 

【91】 6700 【92】 3100 【93】 2000 【94】 1500 【95】 1930   

11 月            

【01】 760 【02】 200 【03】 4200 【04】 4600 【05】 200 【06】 200 

【07】 300 【09】 3000 【10】 300 【11】 6000 【12】 100 【13】 500 

【14】 350 【15】 3000 【16】 2500 【17】 20 【18】 400 【19】 3000 

【20】 3000 【21】 2000 【22】 100 【23】 1200 【24】 500 【25】 2700 

【26】 200 【27】 1000 【28】 2500 【29】 3000 【30】 1000 【31】 600 

【32】 600 【33】 100 【34】 20 【35】 1000 【36】 100 【37】 103 

【38】 200 【39】 500 【40】 2000 【41】 600 【42】 2000 【43】 500 

【44】 500 【45】 500 【46】 100 【47】 1000 【48】 4000 【49】 3000 

【50】 200 【51】 100 【52】 1500 【53】 1000 【54】 1000 【55】 500 

【56】 10600 【57】 6000 【58】 50 【59】 500 【60】 4000 【61】 5200 

【63】 4000 【64】 500 【65】 500 【66】 100 【67】 800 【68】 100 

【69】 10000 【70】 300 【71】 500 【72】 1100 【73】 10300 【74】 6030 

【75】 2500 【76】 100 【77】 7900 【78】 4500 【79】 2000 【81】 100 

【82】 20 【83】 2300 【85】 8300 【86】 2800 【87】 200 【88】 1500 

【89】 500 【90】 500 【91】 2000 【92】 500 【93】 50 【94】 150 

【95】 3200 【96】 500 【97】 2600 【98】 1000     
 

         

    

         

          
 

  

 

      

* 11 月 25 日會友劉明昆, 劉 張鳳顏夫婦誕下一子, 名成獻. 

* 12 月 12 日(禮拜六)上午十時於高美士中學舉行事奉人員退修會, 講員: 本堂蔡牧師, 李傳道. 

* 12 月 17 日(禮拜四)晚上八時半舉行月禱會(年終). 

* 12 月 20 日主日聖誕崇拜, 早堂有詩班獻詩. 

* 12 月 24 日(禮拜四),平安夜)晚 8 時半舉行福音聚會.本堂郭傳道講道,詩班獻詩,香港宣德堂見證,  

* 12 月 31 日(禮拜四,除夕)晚上 7 時半聚餐(自攜食物),八時半肢體交通會,十一時半守年更祈禱會. 

2016 年 

* 發展基金目標為 400 萬元. 

* 教會執事會: 主席- 蔡證光牧師(9 月止), 黎光偉傳道(10 月起,),                                             

書記- 盧 黃淑卿姊妹(兼副主席),  司庫- 陳幸裕姊妹, 司數- 鍾志江弟兄,    聯絡- 鍾 盧雨

晴姊妹. 總務- 劉明昆弟兄, 成員- 黎 郭鳳玲傳道, 李美儀傳道. 

* 教會同工團: 主任- 蔡證光牧師(9 月止), 黎光偉傳道(10 月起,),                              成員- 黎 

郭鳳玲傳道, 李美儀傳道, 吳賀偉幹事. 

* 敎會聖詩班: 班長- 周啟揚弟兄,      財務- 葉覺秋姊妹,      總務- 李文龍弟兄. 

* 信恆成年團: 團長- 李 馬玉珍姊妹,   文書- 陳 郭惠芳姊妹,   總務- 余瑞瑩姊妹. 

* 信愛伉儷團: 團長- 李劍聰弟兄,      文書- 劉 吳稀蘊姊妹,   總務- 陳柏聰弟兄.  

* 信德青年團: 團長- 陳幸裕姊妹,      文書- 傅淑君姊妹,      總務- 李佩珍姊妹, 

* 信恩青年團: 團長- 葉騰蓉姊妹,      文書- 黃若洲弟兄,      總務- 麥慧婷姊妹.   

              關顧- 梁家榮弟兄,      聯絡- 李佩雯姊妹. 

* 名譽監事會: 監事長- 朱毅仁弟兄,    監事- 阮佩瑤姊妹, 陳敬濂弟兄. 

* 永遠託管會: 委員長- 朱 馮紫華姊妺, 委員- 盧 黃淑卿姊姊, 朱毅仁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