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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蒲錦昌牧師】  

經文：創世記 50 章 15-21 節及馬太福音 18 章 21-35 節 

題旨：寬廣的心胸 

我的反省及回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認罪文】  

無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穌基督的父，創造萬物，審

判萬人的主，我們素來所想的，所說的，所做的，都

有過犯，得罪上主，干犯主的聖怒。現在我們悲傷哀

痛，承認所犯的罪，我們因為這些罪，深深懊悔，思

想我們的過惡，心裏憂傷。求慈悲的父，憐憫我們，

為聖子我主耶穌基督，赦免我們從前的罪，又賜恩

典，叫我們從今以後，改過自新，遵主的聖意，服事

主，將尊貴榮耀，歸與主的聖名。這是靠主耶穌基督

求的。阿們。 

【歌頌】尋求主 
當趁主可尋找就尋，相近時候就求告主名求告主名， 

當趁主可尋找就尋，相近時候就求，就求告祂。 

惡人當離棄自己路，不義人當除掉己念， 

歸向上主，求憐憫，主耶和華必憐恤他， 

歸向上主，因為上主必施恩拯救， 

當趁主可尋找就尋，趁相近時求告主名。 

當趁主可尋找就尋，求告主名，求告主名，求告主名。 

在主近時當尋找當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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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堂九龍堂建堂六十三周年 
堂慶感恩主日崇拜之啟應文 

啟：感謝上帝賜合一堂有一百七十七年的長遠歷史，由倫敦傳道會

發源，成立英華書院公會，繼而成長為華人自理會，並自建道

濟會堂於港島。 

應：水源木本，永不能忘，回憶當年，我們深深感謝上帝。 

啟：為響應教會合一，道濟會堂於一九二一年加入中華基督教會。

又組合回港發展的澳洲長老會華僑，於一九二六年從新遷建與

易名為合一堂；又於一九五七年在九龍何文田植堂建成合一堂

九龍堂，並於一九六零年在本堂側建立合一堂學校，讓堂校合

作、傳道服務。 

應：上帝的作為，實在奇妙，感謝上帝的引導。 

啟：為實踐宣教使命，合一堂屬下香港、九龍、北角三堂，同心合

力籌建沙田馬鞍山堂與幼稚園，並於一九九七年落成。 

應：願上帝賜我們始終貫徹傳道服務精神，見證主恩。 

啟：為回應社會需要，推動信徒積極參與宣教工作，見證基督大愛，

於二零零六年舉辦大澳短宣，關心當地的長者及學生；又於二零

零八年開展基順學校宣教事工，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同學與家長。 

應：我們願意竭力廣傳福音，這是上帝的託付。 

啟：為實踐上帝的大使命，開展宣教事工，於二零一八年推動內地

跨文化學習，關懷湛江教會的需要。 

應：願主挑旺我們宣教的心志，傳福音到地極。 

啟：為九龍堂在福音外展、信徒培育、敬拜禮讚、肢體生活與堂務

行政五部功能的推動，分十部負責，群策群力。 

應：我們同尊耶穌基督為教會元首，接受差派，步武先賢腳踪，為

主所用。 

啟：為全體會眾，靈命與信心天天增長，努力領人歸主，建立教會。 

同誦：上帝啊！我們為九龍堂建堂六十三周年感謝祢，因為祢過往

的帶領與賜福，是超過我們所想所求的。我們更為未來仰望

祢，讓教會堅守使命，透過關愛服事，展現基督豐盛的恩典，

叫我們在這世代為鹽為光，成為主合用的器皿，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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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一 堂 九 龍 堂 簡 史  

  本堂歷史迄今僅 63載，但溯本追源，乃屬合一堂支流之

一。遠自 1843 年倫敦傳道會傳教士理雅各牧師將馬六甲開辦

之英華書院(1818年創立)遷港，繼續辦學及傳道，後成立華

人自理會，之後建立道濟會堂，1926 年在般含道建立合一

堂。合一堂教友分佈港九新界各區，往返般含道殊不方便，

於 1950年杪，為照顧居住九龍區教友，免其跋涉長途赴會，

乃商借佐敦道愉寧堂舉行下午主日崇拜及主日學，並於翌年

成立籌建堂校委員會，負責統籌推動及覓地等各項工作。 

  53年蒙政府批准領用現址之地段約 1 萬 9千餘呎，其中

學校地段 1 萬 1 千方呎免付地價，聖堂及宿舍地段 8 千餘方

呎則以每方呎 12元承購。57 年 6月 30日新堂落成，舉行啟

用感恩崇拜；從此九龍及新界區教友聚會有所，事工依時推

進，靈性賴以培植，失喪得以歸回。60年 1月正式成立堂會，

9 月加入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從此一切堂務事工日益發

展，參加崇拜人數與日俱增。而合一堂學校則於 60年 9月建

成開課，該校為政府津貼小學，上下午校共 24 班學生；07

年得政府將教堂右側之舊官小校舍翻新後撥予本校，使兩校

舍結合辦理全日制 24班小學，並依法例成立合一堂學校法團

校董會管理學校事宜。 

  67 年慶祝建堂 10 週年紀念，進行全堂修葺粉飾，出版

特刊，同時又複製「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作為教會歷史

文物建設之一；71 年裝置隔聲設備及空氣調節系統；77 年慶

祝 20 週年堂慶，出版特刊並按立執事；82 年建堂銀禧紀念

成立「拓展事工小組」：（１）加強佈道事工，（２）鼓勵

青年獻身，（３）在新發展區推動傳道服務事工，（４）增

聘宣教人員，（５）擴建副堂及增加活動室。 

  87 年舉行建堂 30 週年感恩，除出版特刊外，並粉飾聖

堂、翻新木櫃及長椅，且裝修改建本堂宿舍，增加地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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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3樓牧師宿舍改為兩獨立活動室，並增設 1 工友宿舍；

（２）2 樓增加 1 活動室，連同原有會議室必要時可擴充為

容納百人之副堂（平時用活動隔音屏隔開）；（３）樓下增

設交誼室、宣教師室、教會獨立辦事處與牧師室；（４）近

辦事處門口外增建斜路及堂內通道加扶手，以方便坐輪椅或

行動不便人士使用；（５）全部房間裝置分體式冷氣機，每

層樓增設洗手間。 

  是年正式成立「籌備開設沙田禮拜處研究小組」，90年

堂代表會成立「合一堂籌建新界堂校委員會」，積極展開堂

外傳道服務事工。94年購入沙田馬鞍山鞍誠街地段，96 年建

築新堂校，97年 9月落成，於是合一堂馬鞍山堂及單家傳紀

念幼稚園相繼啟用；是年初本堂正式差派 24位兄姊往馬鞍山

植堂，並不斷邀約沙田區同道參與聚會及事奉。 

  97年 11月慶祝建堂 40週年，出版特刊及按立執事，聖

堂外牆及部份活動室亦重新粉飾；並加強區內本會中小學之

聯繫，強化校園福音事工及學生家長工作。 

  此外，本堂於 99 年 2 月成立基督女少年軍第 31 分隊，

繼而開設學校家長小組，進一步加強對少年人及其家庭之牧

養。為裝備同道在讀經生活及事奉上有更佳的果效，於 98

年開始開辦《門徒》課程，至今已開辦 13屆紅色，6屆綠色

與 3 屆紫色及現正舉辦第 1 屆金色《門徒》課程，合共 220

人次參加課程，各人在不同崗位中事奉主，榮耀上帝。06年

起本堂成立差傳事工小組(2011年改為差傳部)，每年舉辦數

次「大澳短宣」，服侍對象為中華基督教會雅各堂之同道，

大澳小學之高小學生及區內長者。07年本堂為慶祝金禧堂慶

感恩，全堂進行大維修，並更換教堂外牆之白瓷磚及大堂樓

下之長椅；並以「合一同心五十載，宣教拓展創未來」為中

心，推展「差傳與宣教」事工，差遣 25 位宣教隊員於 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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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起每主日下午輪值往觀塘順利邨基順學校舉行「基順宣教」

(2011年歸入「差傳部」關顧)。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為一

間特殊中小學，我們本著基督的愛，幫助智障群體，於 13

年 1 月建立一間屬於他們（和他們家庭成員）的教會 — 中

華基督教會基順愛的家，並且於 14年 1月正式獲區會接納為

「非自養堂」，繼續牧養這個獨特的群體。 

  2017年本堂慶祝六十周年鑽禧，全堂進行內部修葺與粉

飾，出版特刊，並安排堂慶培靈會及青少年佈道會，推展會

務。2018年又進行驗窗及驗樓工程，並開展內地跨文化學習

小組，到湛江巿基督教八福堂互相分享交流。2019年銳意發

展青少年事工，推動「跨代同行計劃」，讓年長與年輕的一

代彼此牧養。今年又增聘一位宣教師發展青少年事工，並改

裝交誼室及辦事處；又開展何文田中學福音事工，開辦自修

室及應試班，服事本區中學生。另外，今年全球受新冠狀病

毒肺炎影響，本堂大部份事工改以視像形式進行，繼續推展

牧養事工，但願上帝醫治這地，遏止病毒肆虐叫疫情早日受

控。 

  歷任本堂堂主任牧師計有李貞明、翁珏光、劉治平、馮

家鉉、雷鎮昇、鄭世豪、王家輝、胡丙杰等，眾牧長皆為本

堂奠定了美好基礎，使本堂事工穩步前進，且栽培不少教友

熱心愛主愛教會，努力為主發光。2016年 8月梁桂霞牧師獲

委任為本堂堂主任一職至今。 

  本堂現設十部分別推進堂務：計為宣道、婦女、主日學、

青少年、聖樂、聯誼、慈惠、經濟、庶務、差傳等部，其中

宣道部於 78 年增設兒童崇拜、信徒進修班，並設栽培組及佈

道組，03年增設少年崇拜，其他各部按需要而組成之團契或

小組適合不同年齡、興趣者參加，發揮栽培、聯繫、傳道、

服務、教導、關懷等功能。甚願教會能夠步武先賢的腳踪，

在何文田區繼續傳道服務，榮歸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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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荷蒙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副總幹事蒲錦昌牧師蒞臨宣道，

使會眾得聆教益，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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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日禮拜三下午 2:00 將以 Zoom 網上舉行，研讀
歷代志下 9 章，講員:陳瑞梅宣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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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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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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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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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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會會議︰11 月 8 日（今日）崇拜後 15 分鐘，請值理、執事及同工依

時出席及代禱。地點：三樓禮堂。 
23. 合一茶座：因應疫情暫停，詳情請閱週刊通告。 
24. 
 
 

 

 
 

賬目交收簽單：教會辦公室，聯絡李曉瑩幹事辦理。 

25. 
 

 

 
 

 

【上週席人數】 

2020 年度經常費 
2020 年 

1-10 月收支 
2020 年 

11 月份收支 
上主日(1/11) 

收入 2,786,974.80 32,764.00 32,764.00 

支出 2,863,535.87 14,826.00 14,826.00 

結餘(結欠) (76,561.07) 17,938.00 17,938.00 
  

項目 人數 項目 人數 

主日崇拜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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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日) (午)同工往堂會會議。 

 

9/11(一) 譚婉薇、羅廣權、陳瑞梅例假。 

 

10/11(二) 葉青華、鮑信良、陳美玲例假。 

(早、午) 譚婉薇往陳伯宏記念幼稚園幼兒園感恩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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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三) (早) 羅廣權補假。(午) 3:30 同工會。 

(晚) 譚婉薇負責 Zoom 祈禱會。 

 

1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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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 羅廣權補假。 

(晚) 譚婉薇 Zoom 夜探。 

 

13/11(五) 羅廣權補假。 

(晚) 陳瑞梅 Zoom 筲箕灣查經。 

 

14/11(六) 陳瑞梅補假。 

(早) 譚婉薇 Zoom 學道班。 

(午) 葉青華往金齡天地。 

(午) 譚婉薇往薄扶林 11 號骨庫負責上灰禮。 

(午) 羅廣權進行基督少年軍及青少年團契網上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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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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主透過蒲錦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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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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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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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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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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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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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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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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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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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各項聖工及事奉人員】 

 

11 月 8 日  

聖靈降臨節後  

第廿三主日  

 

11 月 15 日  

謝恩節主日  

11 月 22 日  

基督君王日  

 

主席 鍾毓輝弟兄 待定 汪人瑜姊妹 

講員 蒲錦昌牧師 陳瑞梅宣教師 馬志民牧師 

聖餐襄禮 葉青華 陳瑞梅 -- -- 

司琴 簡耀聰 簡耀聰 劉頌恩 

 直播員 鄺仲麟 鄺仲麟 鄺仲麟 

音響室管理 杜國基 何國權 謝仲頤 陳浩然 楊子彥 謝仲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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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金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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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人瑜 梁燕鳳 
陳麗瑩 陳司徒巧珠 
蘇耀榮 李建中 
湯錦榮 樊中祥 

獻金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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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人瑜 陳麗瑩 
朱趙芝娜 何陸潤健 

招待（地下） 
鍾金中 吳徐素玲 

鍾黎子儀 
鍾金中 吳徐素玲 

鍾黎子儀 
張譚清 關建中 

李陳莉娜 

派週刊（三樓） 常唐鑑敏 姚馮維貞 吳徐素玲 

聖壇插花 簡龔傳禮 黃林麗芳 蘇王瑩碧 

停車場監督 關建中 吳志標 黎旨朗 余鎮強 鍾金中 廖國樑 

金齡天地 11 月 7 日 11 月 14 日 11 月 21 日 

主席 曾謝家樂姊妹 麥余愛賢姊妹 鍾楊麗儀姊妹 

講員 鄭煥圻宣教師 葉青華牧師 譚婉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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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