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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候主道  

 序 樂 ………（預備心靈，準備敬拜）………  坐  

 著 往 新普天頌讚第 48 首「同尊耶穌萬有主」  立  

 認 信 ………………同誦使徒信經……………  立  

 靜 默 ………聖樂班唱「主在聖殿中」………  坐  

 祈 禱 ……………………………………………  坐  

 主 禱 文 ………………會眾同唸………………  坐  

領受主道  

 唱 詩 ……新普天頌讚第 662 首「成聖工夫」……  立  

 讀 經 …………馬太福音 23 章 1-12 節…………… 坐  

 歌 頌 ………本堂聖樂班︰「要忠心」……… 坐 

 宣 道 ……題旨︰「靈命患病了，怎麼辦?」……  坐  

 榮 耀 頌 ……………同唱「榮耀頌」………………  立  

回應主道  

 奉 獻 1.主日捐(銀邊)、2.傳道捐(紅邊) 

……新普天頌讚第 735 首「本分當盡」……… 

坐  

 獻 禮 頌 ……同唱「獻禮文」（普頌封面內頁）…… 立  

 祝 福 ………………(許開明牧師)…………………  立   

  阿 們 頌 ……………………………………………  立   

 報 告 ………………(葉青華牧師)…………………  坐   

 牧 禱 ………………(葉青華牧師)…………………  坐   

 飭 歸 ……新普天頌讚第 392 首「平安前行」…  立   

 殿 樂 …………………………………………  坐   

  (當司琴彈奏最後一行，請自動起立，同心歌頌讚美上帝，琴音奏畢，方行離座。 )  

 

合一堂北角堂主日崇拜秩序  

主席︰陳碧珊姊妹   宣道：許開明牧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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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頌】要忠心 

1.從奉獻祭壇我們今要出發，回想曾坐在主足前； 

我們曾得飲真理聖泉活水，嘗其味有如蜜甘甜； 

我們要為主負起證道之責，到世界廣大禾田； 

主差我們去要帶着此口號，無論何事總要忠心。 

2.從相聚之樓我們今要出發，正如五旬節時一般； 

  我們已經將自己完全奉獻，並已得着聖靈充滿； 

  我們今出去有如一本聖書，要活出基督樣式； 

  我們要時常都表彰主耶穌，一生一世都要忠心。 

3.帶榮耀使命我們今要出發，有如天國所遣使者， 

  奉派去傳揚天國恩惠福音，使萬民之罪惡得赦； 

  奉派去拯救黑暗憂傷之人，除他們罪惡苦痛； 

  如此大事工及聖潔之託付，我怎能不為主盡忠。 

  副歌︰ 

  要忠心! 忠心! 此口號要播四方； 

  忠心，要忠心，忠於你的榮耀王； 

  要忠心，忠心，縱別人都不遵從； 

  無論何境況，必站在主旁，願主常見你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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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許開明牧師】  

經文：馬太福音 23 章 1-12 節 

題旨：靈命患病了，怎麼辦?  

引言 

人的身體會患病！心理會患病！精神也會患病！ 
到底人的靈命也會患病嗎？答案：沒有例外！ 

信息 

在本段經文，耶穌指出非一般的病人，他們不是身體有病，不是
精神心理有病，而是靈命上患上大病。 
病人：文士和法利賽人。 
病人身份：當代宗教領袖，坐在摩西的位上，是律法的權威。 

 
1 病徵一：不對稱的行為：【太廿三 3-4】 
1.1 能說，不能行！ 

【太廿三 3】「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但

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 

1.2 能定，不能動！ 

【太廿三 4】「他們把難擔的重擔，捆起來擱在人的肩上；但自

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 

耶穌對門徒的指引：【太廿三 3】 
當遵行他們吩咐；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不對稱的回應】  

  

2. 病徵二：不合宜的表現：【太廿三 5-7】 
2.1 叫人看見→ 其虛有的虔誠  

【太廿三 5】「他們一切所作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見；所以將佩

戴的經文做寬了，衣裳的繸子做長了；」 

 

2.2 叫人羨慕→ 其虛有的地位 

【太廿三 6】「喜愛筵席上的首座，會堂裏的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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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叫人抬舉→ 其虛有的身份 

【太廿三 7】 「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安，稱呼他拉比(拉比就

是夫子)。」 

 

3 耶穌對門徒三項警戒：【太廿三 8-10】 
3.1 不受拉比的稱呼！ 

3.2 不稱地上的人為父！ 

3.3 不受師尊的稱呼！ 

 

4 耶穌對門徒三大療方【太廿三 11-12】： 
4.1 為大的當服事人 

4.2 自高的必降卑 

4.3 自卑的必升高 

 

5 結語 
以上不對稱的行為：能說，不能行；能定，不能動。 

還有不合宜的表現：是否也似曾相識？ 

是否在今天仍然存在？是否也曾在我們生命中出現？ 

你的靈命曾否也患過類似的病，需要療治？ 

願主耶穌的警戒和療方，幫到你！ 

 

我的反省及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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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少年牧區 

1. 幼童主日學合班崇拜及青少年崇拜：所有主日學及青少年崇拜

暫停。兒童主日學將於 11 月起早上 9:30-10:00 以網上 Zoom 會

議進行。班別︰初小︰P1~3 及 K3、高小︰P4~P6、初中︰F1~F3，

敬請留意。 

2. 兒童照顧（成人主日學時段）：兒童照顧服務暫停直至另行通

知，請家長留意。 

3. 基督少年軍 (第 356 號分隊 幼級及初級組)：少年軍著重建立服

從、虔誠、紀律和自愛的品格建立。歡迎本堂會友和幼稚園家

長申請為義工。時間：週六下午 2 時 45 分 (歡迎) ；下午 3 時

至 4 時 30 分 (正式集隊)。主要地點：1 樓副堂；年齡：5~8 歲

幼兒 (K2 ~P3)，不分男女；費用：年費 $200 及 制服(帽及背心)

費 $100。歡迎 5~8 歲 (幼級組) 及 8~12 歲 (初級組) 兒童參

加。因應疫情轉為網上集隊，詳情請聯絡羅廣權宣教師、葉繆

秀蘭師母 

4. 青少年團契︰逢禮拜六下午 5:00 於主日學室舉行，誠邀本堂教

友家長及其子弟參加，年齡介乎 11-16 歲(小學五年級至中學四

年級) 。因疫情暫停實體改網上，詳情請聯絡丘思敏姊妹、季馬

月薇姊妹或羅廣權宣教師。 
 

5. Youth Zone 星期五聚會 (Youth Friday)：為配合教會之福音事工

發展，現增設中學組別服侍本區之中學生。聚會時間為逢禮拜

五放學後舉行。內容：音樂訓練及生命同行。歡迎中學生或以

上之年輕人參加。現在因疫情暫停，計劃 11 月重開，詳情請聯

絡羅廣權宣教師。 

6. Alive (職青及大專)小組：每月第二週之禮拜六下午 4:00 於教友

府上舉行。因應疫情暫停，詳情請聯絡鍾黎子儀或羅廣權宣教

師。 

7. 青少年音樂訓練：因應疫情暫停，詳情請閱週刊通告。 

8. Youth Zone 籃球隊：以耶穌基督的愛和福音藉運動繼續進入社

區。逢星期五晚上 8:00-10:00 於本區籃球場進行練習。歡迎高中

至職青男子參加。因應疫情暫停，詳情請聯絡羅廣權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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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蘇浙公學團契：星期四中午於蘇浙公學內進行。誠邀加入牧養

隊工。暑假改以 Youth Friday 進行，因疫情現暫停，詳情請聯絡

羅廣權宣教師。 

10. 桂華山中學事工  福音晨禱會 Youth Zone Morning Time：於該

校內與聖光堂及及閩南堂合辦福音晨禱會「U 鬆！早晨！」，已

於今週重開，時間改為每日早上 10:00-10:15 於學校小息中為有

需要同學預備早餐，進餐期間會由各堂同工負責信息及祈禱，

而本堂主要負責週二及四，詳情請聯絡羅廣權宣教師。 

11.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於大坑徑之區會屬下高中，本教

會主要服待中五學生，團契及成長課後的小組因疫情改為逢星

期二上午 11:00-13:00。誠邀加入牧養隊工。現暫停，詳情請聯

絡羅廣權宣教師。 

12. Youth Synergy 青少年崇拜：逢第 1、3、4 及 5 主日 11 點與大堂

崇拜同步，增設青少年崇拜。信息主要為高中及大專以上而設，

亦歡迎高小或初中參與。因疫情暫停，現計劃改錄播，詳情請

聯絡羅廣權宣教師。 
成人及長者牧區 

13. 研經班︰11 月 4 日禮拜三下午 2:00 將以 Zoom 網上舉行，研讀

歷代志下 8 章，講員:譚婉薇牧師。查詢請聯絡譚婉薇牧師或鍾

楊麗儀姊妹。 

14. 探訪關懷：「日間探訪」、「夜間探訪」分別用電話、whatsapp、

whatsapp video 及網上探訪，請同道留意。 

 

 
15. 媽咪小組(Core Member)︰於 8 月以 Zoom 逐步恢復聚會。 

16. 讚美操小組(Core Member)︰於 9 月以 Zoom 逐步恢復聚會。 

17. 耆年中心金齡天地︰港運城耆年中心舉行，已恢復舉行，逢禮

拜六下午 2:00 開始聚會，內容包括詩歌、信息分享，聖餐。歡

迎各位長者或弟兄姊妹帶父母及親友參與。(請留意若當日中午

12:00 懸掛三號或以上風球，或紅色黑色暴雨，當日聚會將會取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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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堂 

18. 早禱會︰暫安排於主日上午九時正於禮堂舉行。 
19. 祈禱會: 逢禮拜三晚上八時，祈禱會改用網上形式進行，若在

網上參與祈禱會請先聯絡同工。 
20. 堂會職員選舉會︰11 月 1 日(今日)下午 2:00 在禮堂舉行，請各

位執事同工下年度值理出席，敬請留意。 
21. 因應政府在 9 月 29 日的公佈，放寬宗教場所聚集的限制，但限

聚令仍維持 4 人，北角堂有以下安排 :   
1. 週三晚祈禱會仍只會以網上會議形式舉行。 
2. 教會各小組請儘量安排網上結集，若要實體聚集，請考慮以
四人為限。  
3. 主日實體崇拜可以進行，禮堂限坐 120 人，仍會有網上直播。   
4. 各級主日學仍然暫停，若可以的話，也可安排網上轉播和透
過本堂網頁發放。   
5. 主日早上祈禱會暫安排於 9:30 於禮堂舉行。 
以上安排會因應政府公佈的防疫措施而更新，敬請留意。 

22. 合一茶座：因應疫情暫停，詳情請閱週刊通告。 
23. 
 

 

 
 

 

賬目交收簽單：教會辦公室，聯絡李曉瑩幹事辦理。 

24. 
 
 

 

 
 

【上週出席人數】 

2020 年度經常費 
2020 年 

1-9 月收支 
2020 年 

10 月份收支 
上主日(25/10) 

收入 2,441,750.80 345,424.00 26,416.00 

支出 2,587,684.44 29,334.00 -- 

結餘(結欠) (145,933.64) 316,090.00 26,416.00 
  

項目 人數 項目 人數 

主日崇拜 110 新朋友 -- 

幼兒主日學合班崇拜  

(幼兒+成人) 
-- 主日祈禱會     4 

青少年崇拜 (領受主道前 / 後) -- 週三祈禱會 6 

北角堂聖餐 -- 金齡天地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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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同工會議及假期】 
1/11(日) (午) 同工往值理職員互選會。 

 

2/11(一) 譚婉薇、羅廣權、陳瑞梅例假。 

 

3/11(二) 葉青華、鮑信良、陳美玲例假。 

(早) 羅廣權進行桂華山晨禱早餐會及公理高中團契。 

(早) 陳瑞梅 Zoom 與讚美操聚會。 

(午) 羅廣權補假。 

 

4/11(三) (早) 同工往聯合職員會。 

(午) 譚婉薇負責 Zoom 研經班。(午)3:30 同工會。 

(晚) 葉青華負責 Zoom 祈禱會。 

 

5/11(四) 李曉瑩例假。 

(早) 羅廣權進行桂華山晨禱早餐會及公理高中團契。 

(晚) 葉青華夜探。 

(晚) 譚婉薇往社會服務部有限公司董事會會議及社會

服務委員會會議。 

 

6/11(五) 羅廣權補假。 

(晚) 陳瑞梅 Zoom 筲箕灣查經。 

 

7/11(六) 羅廣權年假。 

(早) 譚婉薇 zoom 學道班。 

(午) 譚婉薇往金齡天地，之後與長者學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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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你 們 以 祈 禱 幫 助 我 們 ， 好 叫 許 多 人 為 我 們 謝 恩 ， 

就 是 為 我 們 因 許 多 人 所 得 的 恩 。」(哥 林 多 後 書一 11) 

禮拜日 

(主日崇拜) 

1. 願主透過許開明牧師在崇拜中的宣講使我們明白真道，立志來

親近神，實踐真道。 

2. 願主記念大堂崇拜及金齡天地恢復崇拜各方面的事宜，求主記

念肢體更親近敬畏三一神，更彼此相交同行。 

禮拜一 

(肢體)  

1. 記念正身受病患和疫情煎熬的肢體，求主教導我們如何與他們

同行。也求主保守教會各肢體在這場疫症中能夠健康平安。 

2. 為本堂成長中的一代面對學習和成長祈禱，求主賜健康的身體

和心靈來面對挑戰。 

禮拜二 

(兒童)  

1. 為本堂基督少年軍的服事禱告。也為日後疫情後重開的歸隊和

適應祈禱。現改為網上集隊，對年幼隊員來說實難集中注意力，

出席情況也較差。求主興起更多義工來投入服事年輕新一代。 

2. 請為主日學 11 月開設網上主日學禱告，求主幫助導師能順利掌

握所需技術，並能招聚更多小孩重建疫情期間的信仰追尋之

路。也求主興起更多弟兄姊妹參與兒童主日學的服事，協力塑

造小孩從小認識福音，走在主道上成長。 

禮拜三 

(青年) 

1. 求上主興起年輕人虔誠敬拜上帝之心，同心建立一個合神心意

的敬拜小組群體，在青少年崇拜中同心侍奉，共建神家。 

2. 本堂參與桂華山中學早餐會的服事已有年多，現正和校方合作

疫情後進深服事的安排，正討論細節當中，求主賜智慧。也求

主幫助校方在疫情的影響下，仍能有應對的辦法，繼續祝福眾

學子在新學年中的學習和成長。 

禮拜四 

(教會) 

1. 教會因應疫情，現在已恢復實體崇拜，各項聚會仍實體暫停或

改以網上進行，求主賜智慧給眾同工有效應變各項安排。 

2. 為疫情仍未完全解除危機 , 請為同工及眾肢體之出入平安代

禱。 

禮拜五 

(長者)  

1. 求主興起更多不同年齡的教友，包括年青人或年輕長者，來參

與長者的服侍，成為互相同行成長的伙伴，互相學習與補足。 

2. 金齡天地已恢復崇拜，願主保守每位長者天天安好, 又賜福服侍

長者的肢體身心健壯。 

禮拜六 

(宣教和

社會) 

1. 因應新冠肺炎在全世界蔓延的危機，確診的人數現超越四千

萬。香港疫情未算穩定，加上外來輸入個案，求主幫助民眾繼

續保持防疫意識，在重建期間以謹慎的心防禦被感染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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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著主日行」   每日靈修經文 

日期 經文 

馬太福音第 24 和 25 章描述出一個場境:當耶穌再臨的場景，和人
們當如何預備迎接主再來的提點，讓我們一起來學習和思想。 

2/11 馬太福音 24:1-14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惟有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在基督再來的日子，世局混亂，人心冷淡，這是否我們今

日世界的寫照?求主賜下敏銳的心，使我們曉得如何在這樣

的日子儆醒渡日，艱難中仍能體貼主心而活。 

我的祈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1 馬太福音 24:15-31    

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基督在曠野裡』，你們不要

出去！或說：『看哪，基督在內屋中』，你們不要信！閃

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基督再來?來了嗎?以甚麼方式來?求主賜下忍耐力心，靜候

主臨。清醒的心，不以人言為是。因為深信，當主再來，

屬主的人必然得知，求主堅固我們的信心。 

我的祈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11 馬太福音 24:32-44    

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

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 

人為甚麼總要妄求知道有關上帝的各樣安排和事情?從無

花果樹的身上我們預見夏天近了，從世事的出現我們也當

看到主來的日子近了，求主賜下安靜等待的心。 

我的祈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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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馬太福音 24:45-51    

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裡的人，

按時分糧給他們呢？ 

我們在上主的家中有何職份?我們是否能善盡其職，成為主

所喜悅的好管家?求主的靈常在我們心中，與我們的良心共

證我們是主的好僕人。 

我的祈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11 馬太福音 25:1-13    

他卻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所

以，你們要警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 

就是因為沒有好好預備，愚拙的童女們不能與一對新人共

晉喜筵，我們在生命中要如何預備好來迎接主?我們的燈在

那裡?我們的油在那裡?求主幫助我們。 

我的祈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11 馬太福音 25:14-30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

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

人的快樂。』 

今天的稱贊是否也是你想得到的?人怎能得到這樣的稱贊?

求主使我們能認清上主已經賜給我們的恩賜和能力，並願

努力使用和發揮，使我們也成為良善又忠心的主僕。 

我的祈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11 主日崇拜題旨  聰明人做聰明事  太 25:1-13 
 

【本月金句】 

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 

稱揚耶和華的名。我要在他眾民面前向耶和華還我的願。 

 

                                     (詩篇 116章 12-1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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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牧師的話（四）    建立健康人觀                    許開明牧師                    
                                      

「你到底是不是人？」這句話，你曾否聽過？我想，大家都不希望有人

用這樣的話來詢問自己，因為這句話言下之意，是想喚醒對方的所作所為不

似一個人，已失去人性，像是禽獸般。作為一個人，該是異於上主所創造的

一切萬物。自古到今，聖經及基督教信仰均提出不少涉及人的人觀，頗值得

重視，是每一位認真對基督教信仰的人都不容忽視。香港堂將於十一月舉辦

《健康人生》課程：名為「從生命之道，引發健康人生」（詳見合一週刊），

是為配合「同心六大關注，共建健康教會」事工目標而設的， 我將從聖經神

學的角度，先分享 「健康的人觀」，藉此讓弟兄姊妹認識五個維度存有的基

督教人觀、人的扭曲，與上帝形像的破裂與修補，藉此讓學員懂得建立健康

的人觀，成為上主喜悅的人，活出生命的豐盛。 
 
在現今的社會裡，進化論者視人為演進的動物、資本主義者視人為具生

產力的機器、消費主義者視人為經濟的存有、存在主義者視人為自由的存有、

心理學家認為人是性欲的存有、後現代主義者視人為社會的存有，重命運術

數的宗教把人淪為宇宙的奴隸；二十一世紀在世俗化主義的影響下，人被矮

化、被分化、被物化甚至被奴化成為當權者的工具。是故，今天許多信徒在

大時代中迷失，忘記自己是個人，是萬物之靈，是具有上帝形像，並受上主

托付治理大地，管理萬物的尊貴人；我們實在要小心！並重尋聖經正確而全

面的人觀，我相信健康的人觀，會啟發健康的人生，進而啟發健康的基督身

體—教會。 
 
年青時，曾讀過一本名著「人啊，人！」對人性有深刻的描述，叫人反

省，感觸良多，當年剛二十八，受按立為牧師，讀過該書後，立志要好好做

人，還要做個好牧人。 日月如梭，如今轉眼間已登陸，恍然頓悟，我在世的

日子逐漸減少，事奉的年月也不多了，我是否已懂得做人？今夜從祝齡樓外

眺，夜幕低垂，燈光閃閃，明月若隱若現，徐徐升起；此刻我若有所思：「我

是人，我是上主所創造的人；但，到底我是個怎樣的人？我是否已活出了上

帝的形像，並發揮了人性的光輝呢？」各位弟兄姊妹，你的答案又如何？歡

迎報讀香港堂《健康人生課程》，與我一起探索，互相學習，彼此交流，齊

來建立健康的人觀。 
 

 
 核對奉獻芳名及取回收據  

 
    本堂設有「儲蓄箱捐」及「多用途捐封」以供弟兄姊妹作定期奉獻之用，

所有奉獻芳名及金額於每主日週刊內刊登，堂務幹事亦相繼安排於一週內發

出有關收據(「儲蓄箱捐」只安排於每年 12 月 31 日及 3 月 31 日發出「儲蓄

箱捐收據列表」)給各獻捐者。倘逾時未收到收據或發現刊登資料有錯漏，請

盡快通知堂主任更正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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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各項聖工及事奉人員】 

 

11 月 1 日  

聖靈降臨節後  

第廿二主日  

 

11 月 8 日  

聖靈降臨節後  

第廿三主日  

 

11 月 15 日  

聖靈降臨節後  

第廿四主日  

謝恩節主日  

主席 陳碧珊姊妹 待定 待定 

講員 許開明牧師 蒲錦昌牧師 陳瑞梅宣教師 

聖餐襄禮 -- -- -- 

司琴 劉頌恩 簡耀聰 簡耀聰 

 直播員 鄺仲麟 鄺仲麟 鄺仲麟 

音響室管理 謝仲頤 鍾金中 杜國基 何國權 謝仲頤 陳浩然 

數點出席人數 余鎮強 何少中  余鎮強 徐惠光 司徒福長 麥錦超 
儲蓄箱捐開計 鍾金中 徐惠光 司徒福長 余鎮強 黃志基 陳浩然 

獻金襄理 

廖李沛德 常潔德 
劉王依明 關楊佩玲 
劉騰龍 徐惠光 
黃志基 關建中 

莫盈慧 葉麗芳 
張蔡如蘭 吳歐陽少來 
馬餘安 郭威信 
吳志標 司徒福長 

蘇王瑩碧 麥萬麗容 
陳燕玲 吳徐素玲 
蘇志釗 余鎮強 
歐啟文 麥錦超 

獻金統計 
劉王依明 廖李沛德 
彭張倩莊 李小穗 

張蔡如蘭 黃麗蓉 
吳歐陽少來 杜祁信基 

黃林麗芳 吳徐素玲 
李林瑞芬 陳燕 

招待（地下） 
吳志標 吳歐陽少來 

張譚清 
鍾金中 吳徐素玲 

鍾黎子儀 
鍾金中 吳徐素玲 

鍾黎子儀 

派週刊（三樓） 張蔡如蘭 常唐鑑敏 姚馮維貞 

聖壇插花 葉麗芳 簡龔傳禮 黃林麗芳 

停車場監督 司徒福長 余鎮強 關建中 吳志標 黎旨朗 余鎮強 

金齡天地 10 月 31 日 11 月 7 日 11 月 14 日 

主席 鍾楊麗儀姊妹 曾謝家樂姊妹 麥余愛賢姊妹 

講員 葉青華牧師 鄭煥圻宣教師 葉青華牧師 

【北角堂同工聯絡資料】 

葉青華牧師(堂主任) 電話：6052 5752 電郵：cwip_hycnpc@hkcccc.org 

 直線︰2578 4752  

譚婉薇牧師 電話：9786 5258 電郵：ymtam_hycnpc@hkcccc.org 

羅廣權宣教師 電話︰6130 0923 電郵：kklaw_hycnpc@hkcccc.org 

陳瑞梅宣教師 電話︰9471 5433 電郵：smchan_hycnpc@hkcccc.org 

鮑信良幹事 電話：2578 5757 電郵：slbao_hycnpc@hkcccc.org 

李曉瑩幹事 電話：2578 5757 電郵：hyli_hycnpc@hkcccc.org 

工友：陳美玲女士   

教會堂址：北角雲景道 48 號 電話：2578 5757 傳真：2887 9452 

教會電郵：hycnpc@hkcccc.org 網址：http://hycn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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