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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宣言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秉承從「中國人向

中國人傳福音」的創會異象，邁向普

情差傳，藉佈道植堂、建立信徒、服

務社會和見證基督，拓展上帝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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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程序     

 

主  席：黃志輝傳道 

講  員：關浩然牧師 

讀  經：何展有傳道 

祝  福：馮偉碩長老 

聖餐主禮：李學兒牧師 

領  詩：九龍迦南堂敬拜隊 

大會司琴：黎守德執事 

 

預備心靈 ‧ 進入敬拜（請將手提電話／傳呼機關掉，謝謝合作） 

序    樂：～～～～～～～～～～～～～九龍迦南堂敬拜隊 

宣    召：～～～～～～～～～～～～～～～～主      席 

【詩篇章98:4-6】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歡樂.要發起大聲、歡呼歌頌。 

要用琴歌頌耶和華、用琴和詩歌的聲音歌頌他. 

用號和角聲、在大君王耶和華面前歡呼。 

禱    告：～～～～～～～～～～～～～～～～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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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    讚：～～～～～～～～～～～～～九龍迦南堂敬拜隊 

來看聖羔 
Andrew Peterson and Laura Story 

© 2005 Laura Stories (ASCAP), New Spring Publishing Inc. (ASCAP) 

1. 眾民行走死蔭地，看見明亮的清早； 

和善之君、永在的主，天賜嬰孩臨到。(副歌) 
 

2 眾民在荒野漂流，聽見傳喚的呼應： 

「為主預備，修直道路，祂要作王救拯！」(副歌) 
 

神子！(以馬內利！) 人子！(當讚美！) 

看哪，基督 – 全人恩福，看哪，基督！(副歌) 
 

副歌：來看聖羔基督，移除罪孽、過犯； 

   來看聖羔基督，神賜真光、生命； 

   看哪，贖罪聖羔，從死復活作王； 

   來看聖羔獻救贖祭，為罪灑血洗清。 

不再是我 ＋ 非我乃是基督 
Albert B. Simpson and A.A. Whiddington (Mrs)© 頌主聖歌 307 

Jonny Robinson, Rich Thompson and Michael Farren (arr. by Thomas Grassi) 
© 2018 CityAlight Music; adapted from arrangement © 2019 Farren Love and 

War Pub. (SESAC) 

 

不再是我，乃是主被人信從，被人高舉又被人所愛敬。 

無論思想、言語、動作或態度，不再是我，乃是顯露基督。 
 

不再自誇，乃是誇讚主基督，不再自尊乃是尊重基督。 

求主使我不再自信或自憐，隨時隨在沒有自我顯現。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基督永遠不改變； 

在榮耀中，基督是中樞，基督王位永存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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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的主；這恩典多麼奧妙！敞開天窗，不保留賜下來； 

作我的主，賜喜悅、公義、自由、和平、安康、堅貞不捨的愛。 

確信深知：當專注仰望耶穌，一生要與基督結連。 

祂所有屬我有，這奧秘深且厚，非我，乃是基督活著！ 
 

夜幕漆黑，心中安穩不孤獨，主在身邊，與我同走伴隨； 

步伐艱辛，雖軟弱卻是喜樂，權能的主，充足供給所需。 

確信深知：祂看守作我牧者，經幽谷祂帶領引導。 

黑暗夜已過去，能戰勝心恐懼，非我，乃是基督活著！ 
 

命運不可掌管控制我未來，被贖確據使我獲得寬恕； 

為罪捨身，基督受難灑寶血，復活走出那死蔭的墓穴。 

確信深知：悔疚、過錯被塗抹，基督替我切切懇求。 

擺脫罪孽捆綁，唱凱歌，得釋放，非我，乃是基督活著！ 
 

我要盡力緊跟恩主的腳步；主也應許接我回歸永恆； 

祂每一天更新我，使我得力；進到天家，高歌讚美歡欣。 

確信深知：當專注仰望耶穌，祂當得永遠的尊榮。 

奔跑直達標竿，仍要用口宣講：非我，乃是基督活著！ 
 

奔跑直達標竿，仍要用口宣講：非我，乃是基督活著！ 

在我裡面基督活著！在我裡面基督活著！ 
 

信之組曲 

（安於寂靜、你要安靜、信而順服、靠主甜蜜） 
Reuben Morgan© 2002 Hillsong Publishing (adm. by CopyCare Asia) 

恩頌聖歌 80  頌主聖歌 255  頌主聖歌 233 
 

我躲在祢雙翼下，覆庇我是祢大能膀臂。 

雷電交加，海水洶湧，凌駕風雨，祢伴我高飛。 

大水淹浸，父坐著為王。認識神，我安於寂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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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主懷，尋找安息，靜思裡，我察驗祂能力。 

雷電交加，海水洶湧，凌駕風雨，祢伴我高飛。 

大水淹浸，父坐著為王。認識神，我安於寂靜。 

認識神，我安於寂靜。 
 

你要安靜，當知我是神。存平靜的心，靜默思想。 

你當安靜，知我是神。 
 

當我與主同行，祂話語必光照，何等榮耀照亮我路程。 

當我肯聽命令，祂就充滿我心，信而順服者，主肯同行。 
 

信而順服，因除此以外，不得主所喜愛，惟有信而順服。 
 

但我不得領會，祂愛何等的美，若我不放一切於壇上。 

因祂所給詩歌，因祂所賜喜樂，乃是為肯信而順服者。 
 

信而順服，因除此以外，不得主所喜愛，惟有信而順服。 
 

信靠耶穌，何等甜蜜，信靠主話有憑據。 

主的應許，無一可疑，認識神靠主話語。 
 

我心歡喜學倚靠祢，親愛主眷佑陪伴。 

得祢幫助，與我親近，祢光導引至末了。 
 

耶穌，耶穌，我信靠祢，我願人前見證祢。 

耶穌，耶穌，親愛耶穌，還要求恩多靠祢。 

還要求恩多靠祢。 
 

上帝恩主，我相信祢，存平靜的心，順服依靠， 

我依靠祢，上帝我主。 
 

雷電交加，海水洶湧，凌駕風雨，祢伴我高飛。 

大水淹浸，父坐著為王。認識神，我安於寂靜。 
 

認識神，我安於寂靜。認識神，我安於寂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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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主語 ‧ 謙卑領受 

讀    經：～～～～～～～～～～～～～～～～何展有傳道 

希伯來書 10:32-36 

32
你們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後，所忍受大爭戰的各

樣苦難。
33
一面被毀謗，遭患難，成了戲景，叫眾人觀

看；一面陪伴那些受這樣苦難的人。
34
因為你們體恤了

那些被捆鎖的人，並且你們的家業被人搶去，也甘心

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長存的家業。
35
所以，你們不可

丟棄勇敢的心（按：「勇敢的心」也可譯「坦然無懼」），

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
36
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

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 

希伯來書 11: 1-2,8-10,13,17 

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2
古人在

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 

8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

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裡去。
9

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帳

棚，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
10
因為他等

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13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

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17
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獻上；這

便是那歡喜領受應許的，將自己獨生的兒子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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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道：～～～～～有信心的勇敢～～～～～關浩然牧師 

希伯來書 10:32-36；11:1-2,8-10,13,17 

                               

                               

                               

                               

                               

回  應：～～～～～～～～～～～～～～～～會      眾 

因著信 
（角聲使團敬拜讚美專輯 08：振翅翱翔，11） 

憑信，他離別吾珥；因信，全然奉上愛子； 

憑信，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贏到祝福、換了名字... 

 

憑信，他行近紅海；因信，連潮浪也分開； 

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仍敬拜上帝，發誓至死不改！ 

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 

憑信放聲呼喊，城牆便倒塌下來； 

又有先知被擄他方常在心裡靜待， 

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 

 

憑信，我們懷著憑據；因信，同尋著了應許； 

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更美家鄉走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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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餐：～～～～～～～～～～～～～～～～～聖餐主禮 

1. 宣讀經文 

馬太福音六26:26-29 

26他們喫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開、遞

給門徒、說、你們拿著喫．這是我的身體。27又拿起

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28因

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29但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

在我父的國裏、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 

2.詩歌默想 

永遠的依靠 

《永遠的依靠》，2 

每當我面對風浪，你總在我身旁， 

生命福份與我分享，更深地渴望。 

 

每當有困境阻擋，你旨意不搖晃， 

使我心中滿有平安，充滿無限希望。 

 

你是我永遠的依靠，堅守信心來宣告， 

我真實經歷你，全能的力量。 

 

唯有你是我永遠的依靠，堅守信心來宣告， 

當我來全心敬拜，神蹟就在不遠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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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人禱告 

4.領餐禱告 

5.吃餅飲杯 

6.一同認信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因聖靈感孕，

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

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

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

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奉  獻：～～～～～～～～～～～～～～～～主   席 

致謝報告：～～～～～～～～～～～～～～～～蕭惠珠牧師 

三 一 頌：～～～～～～～～～～～～～～～～主    席 

讚美天父愛世慈仁  讚美耶穌代贖洪恩 

讚美聖靈開我茅塞  讚美三位合一真神 阿們 

祝  福：～～～～～～～～～～～～～～～～馮偉碩長老 

阿 們 頌：～～～～～～～～～～～～～～～～主   席 

 

默禱後散會，願主賜福予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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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謝 報 告 

1.  感謝神，在疫情下，仍讓中佈家人一同在網上參予敬拜神； 

2. 多謝九龍迦南堂借出場地作為舉行聯合崇拜的直播錄影； 

3. 多謝董事會主席、尖沙咀迦南堂堂主任的關浩然牧師蒞臨証道； 

4. 今年因為疫情未能實體崇拜，如兄姊有感動為中佈

會的需要作出奉獻，可用右邊的二維碼下載奉獻分

類便條參閱奉獻方式； 

5. 本會 2021 年各項事工活動，請參閱場刊第 14 頁。 
 

本會消息 

1.現任董事會： 

委任 李世容牧師 （九迦） 甄迎沛執事 （尖迦） 

 吳小華執事 （深迦） 何展有傳道 （港迦） 

 黃德明執事 （沙迦） 姚慕金執事 （基福） 

 吳少偉執事 （聖道） 王鋆偉執事 （港萬） 

 黃志輝傳道 （柴萬） 曾子超執事 （灣萬） 

 蔡鎮明執事 （九萬） 歐陽蕙娥執事（感恩） 

 宋樂軒傳道 （祥華） 

選任 戴錫南執事 （九迦） 關浩然牧師 （尖迦） 

 陳祖表執事  （港迦） 馮偉碩長老 （港迦） 

 李學兒牧師 （九萬） 黎啟光傳道 （祥華） 

董事會職位： 

主   席：關浩然牧師 第一副主席：李學兒牧師 

第二副主席：王鋆偉執事 

書   記：歐陽蕙娥執事  財   政：吳少偉執事 
 

2.各事工單位部長／主席： 

執 委 會：關浩然牧師 堂主任議會：李學兒牧師 

牧師長老團：蕭惠珠牧師 中國事工部：甄迎沛執事 

宣教管理委員會：蕭惠珠牧師 新媒體事工小組：蔡鎮明執事 

行 政 部：王鋆偉執事 事奉訓練中心：蕭惠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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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團契籌劃組：嚴汝洲執事 

聖道迦南堂管理委員會：馮偉碩長老 

祥華堂自修中心管理委員會： 

潘志廣執事、黎啟光傳道 

聖道迦南堂管理委員會： 

主席：馮偉碩長老 

委員：李學兒牧師、蕭惠珠牧師、羅維安執事 
 

3.學校及機構董事會： 

恩恩創意幼稚園校董會：（慈雲山） 

校 監：蔡鎮明執事  

校 董：徐維僑牧師、鄧龍珠執事、戚啟新弟兄、鄭燕美姊妹 

鄭桂芳姊妹、陳麗雅姊妹、曾燕妮姊妹、蔡佩雲校長 

聖道學校校董會：（油塘） 

校  監︰胡慧賢博士 

校    董︰胡慧賢博士、李學兒牧師、 劉淑玲女士、姚榮錦先生、 

    王寬恩女士、何玉潔女士、陳志峯律師、郭金蓮 女士、 

  林家儀校長 

  王炳祺先生(家長校董)、蔡凱濱先生(替代家長校董) 

 溫展捷主任(教員校董)、蔡文禮副校(替代教員校董) 

顧問校董：梁錦波執事、梁國璋先生、馬燦興執事  

備  註：溫展捷主任、蔡文禮副校的任期由21-1-2021開始 

聖道教育機構董事會： 

主  席：陳祖表執事 

董  事：梁錦波執事、余國鴻牧師、嚴汝洲執事、李宇為執事 

羅維安執事 

聖道迦南書院校董會：（順利） 

校  監：陳祖表執事   副校監：梁錦波執事 

校  董：李宇為執事、蕭惠珠牧師、嚴汝洲執事、徐潮妹校長 

姚建興博士、阮水師執事、陳聿瑜女士、羅維安執事 

梁麗莊老師（教師代表）、陳瑞德先生（家長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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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0年中佈會的主要活動： 

～12/1/2020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第35屆聯合崇拜，主題為「興

起為耶穌」，講員為本會前董事會主席、九龍迦南堂榮休牧師余

國鴻牧師； 

～16/1/2020假九龍迦南堂舉行「Empower聚火會--青少年培靈會」，

邀請玻璃海樂團負責帶領敬拜及訊息； 

～25/5/2020本會辦事處搬回昔日的辦公地點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

利商業大廈905室辦公； 

～24/5-14/6/2020期間在各堂舉行中佈主日，讓各堂肢體對中佈會異

象和聖工有更多認識和了解； 

～7/6/2020假九龍迦南堂舉行同心同行分享會； 

～6/9/2020使用網上平台舉行事奉訓練中心開學禮； 

～19/9/2020假聖道堂舉行2020年度周年會員大會； 

～25/10/2020按立柴灣萬善堂李碧蓮姊妹、梁瑞蘭姊妹、梁瑞蓮姊妹、

鄺保傑弟兄及彭志剛弟兄為執事； 

～26/11/2020委任聖道堂陳佩施姊妹及施堅文弟兄為執事； 

～6/12/2020舉行事奉訓練中心以網上形式舉行結業暨差遣禮； 

～2020年因著肺炎疫情影響，不同單位的活動均須取消或轉為網上

平台形式的聚會； 

～2020年中國事工的活動： 

❖由於疫情緣故影響到往常到清遠及河源的探訪服侍。改以微信

形式與他們溝通及關顧； 

❖資助有特別需要的學生的學費及生活費仍然繼續； 

❖每年恆常的「中國事工年會」，因應疫情緣故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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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1年聯合崇拜奉獻目標（本會全年目標）： 

經 常 費 2021年1-12月每月認獻  

事 工 費  目標為16萬1千元 

中國事工 1) 經常費 目標為17萬5千元 

 2) 助學 目標為4萬元 

 3) 支持姚慶生牧師 目標為4萬5千元 

 4) 慈惠 目標為2萬元 

宣教經費 1) 支持林永康宣教士伉儷 (代收代支) 

 2) 支持吳彰牧師 (代收代支) 

 3) 支持小羊家 (代收代支) 

 4) 支持亞居拉 (代收代支) 

聖道迦南堂 1) 營運費 目標為99萬5千元 

 2) 小丸子 目標為22萬5千元 

本會各部門積極推行事工，上述奉獻目標涵蓋以下範圍： 

事 工 費：聯合崇拜、教牧團契、教牧長執研討會、培靈會、

會員年會、教牧退修營、青少年事工、事奉訓練中

心、執事團契及相關支出如宣傳等； 

中國事工費：津貼探訪行程、中國事工年會、宣傳品、特困戶、

學校教育設施、學生學費及生活費和支持宣教士等； 

宣 教 經 費：差傳聚會、訪宣領隊費用、探索宣教工場及宣傳等； 

聖道迦南堂營運費：包括同工薪酬及事工費用； 

 

6. 特別主日：為讓各堂兄姊更深認識本會，建議各堂於今年之主日

崇拜中分別舉辦差傳主日、中國事工主日及中佈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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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1年度事工及聯合聚會表： 

 

日期 聚會名稱 地點 備註／對象 

4月逢週四

晚及 1/5日

營 

執事培訓課程 待定  

18/4 教牧長執研討會 九龍迦南堂 堂會領袖 

2/5 同心同行分享會 九龍迦南堂 兄姊 

30/5 中佈主日 各堂會 於各堂舉行 

27/7-1/8 事奉訓練中心佈道訓練 待定 
部份時間開放予

各堂兄姊參加 

29/7-2/8 王者天下和你FUN 西貢戶外訓練營 各堂青少年 

7/8 中國事工年會 九龍迦南堂 各堂兄姊 

5/9 
事奉訓練中心 

結業、開學暨差遣禮 
九龍迦南堂 各堂兄姊 

25/9  周年會員大會 聖道堂 教牧長執 

25/12-1/1 青少年泰南訪宣 泰國南部 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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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各堂會及辦事處資料2021年1月份 
＊ 非全職／義務 

堂會名稱、地址、電郵及網址 電話及傳真 同工及職別 

中佈會辦事處 
地址：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利商業大廈

905室 
網址：http://www.ecf.org.hk 
電郵：ecfhk@yahoo.com.hk 

電話：25975837 

傳真：25975869 

總幹事蕭惠珠牧師 

90497839 
pearlsiu@gmail.com 
蘇國基行政主任 

九龍迦南堂 
地址：深水埗大埔道70號太子中心1樓（全層） 
網址：http://www.ecfkcc.org.hk 
電郵：info@ecfkcc.org.hk 

崇拜：主日9:00AM及11:00AM 

電話：23800213 

傳真：23942514 

李世容主任牧師 

張愛雯傳道 
李 暉傳道＊ 
劉婉霞外展福音幹事 

馬翠蕙幹事  郭冠全幹事 

大埔迦南堂 
地址：大埔廣福道33號美德大廈2字樓B室 
電郵：ecftpcc@gmail.com 

崇拜：主日10:00AM 

電話：26572886 
傳真：26522930 

李世容主任牧師 
方麗娟傳道 
趙淑盈福音幹事 

地址：深水埗南昌街 1 號南昌壹號地下 6-8 號舖

（迦．南．天地） 
電話：23116631 
網址：http://e-tstcc.org/ 

電郵：tstcc@tstcc.org.hk 
崇拜：主日10:30AM，地點待定 

電話：23116631 

 

關浩然主任牧師 

佘珍蓮傳道  陳智明傳道 
陳寶玲幹事 
吳詠詩助理福音幹事＊ 

深水埗迦南堂 
地址：深水埗北河街134-136號銀河大廈一字樓 

電郵：info@sspcc.org.hk 
崇拜：主日10:30AM 

電話：27792802 
傳真：30072797 

姚慶生義務顧問牧師＊ 
伍志明義務堂主任＊ 

陳汝康傳道 
李夢蘭傳道＊ 
梁諾言福音幹事 

香港迦南堂 
地址：灣仔摩利臣山道 70-74 號凱利商業大廈11

樓（辦事處及活動室）、4樓（禮堂） 
網址：http://www.hkcanaan.org 
電郵：ecfhkcc@netvigator.com 

崇拜：主日11:00AM 
   週六6:00PM；5:00PM(普通話) 

電話：25277920 
傳真：25289766 

何展有署理堂主任 
陳佩華義務傳道＊ 

馮偉碩長老(義務傳道)＊ 
紀炎蘭傳道助理＊ 
雷倩美行政主任 

周世明幹事 
李影池幹事 

基福堂 
地址：香港仔大道223號利群商業大廈20/F，2-3

室 
電郵：jifu.church@gmail.com 
崇拜：週六7:30PM    

電話：28732686 
傳真：25534359 

林惠萍教練牧師＊ 
張德祥傳道 

陳天敏傳道＊ 

沙田迦南堂 
地址：沙田大圍新翠邨新明樓地下119-126 號 

網址：http://www.ecfscc.org.hk 
電郵：info@ecfscc.org.hk 
崇拜：主日10:30AM 

電話：26060960 
傳真：26940637 

鄺耀明牧師 
吳玉嫻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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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會名稱、地址、電郵及網址 電話及傳真 同工及職別 

聖道堂 
地址：尖沙咀金巴利道 25 號長利商業大廈五樓 

網址：http://www.holywordchurch.org. 
電郵：holywordchurch@yahoo.com 
崇拜：主日10:30AM 

電話：23671928 
傳真：27237115 

魏紹基主任牧師 
黃淑儀傳道 

呂嘉智傳道 
李嘉進幹事 
傅淑琴幹事＊ 

迦密聖道堂 
地址：大埔太和路10號迦密聖道中學校牧室 

電郵：carmelholyword@gmail.com 
崇拜：主日10:30AM 

電話：26500883 魏紹基主任牧師 

香港萬善堂 
地址：鰂魚涌濱海街51-53號地下 

網址：http://www.msc.org.hk 
電郵：admin@msc.org.hk 
崇拜：主日10:30AM 

電話：25618061 
 

萬灼明顧問牧師＊ 
梁建球主任牧師 

鍾佩芳傳道 
羅志成幹事 
 

柴灣萬善堂 
地址：柴灣常安街77號發達中心五樓B-C座 

網址：http://www.cwmsc.hk 
電郵：church@cwmsc.hk 
崇拜：主日9:30AM 

電話：25564010 
傳真：25056015 

黃志輝堂主任 
吳祝玲傳道＊ 

熊秀英幹事 
 

九龍灣萬善堂 
地址：慈雲山慈康邨恩恩創意幼稚園 
電郵：klnbaymsc@yahoo.com.hk 
崇拜：主日11:00AM 

電話：27565304 

傳真：30054256 

梁建球義務顧問牧師＊ 

李世傑傳道 
陳芷筠幹事 

九龍萬善堂 
地址：觀塘牛頭角道174號德昌樓二樓 

電郵：office@ecfkmsc.org.hk 
崇拜：油塘鯉魚門道60號 

 主日10:00AM（成人） 

       主日10:30AM（青少） 
將軍澳聚會點(厚德邨德澤樓地下22-24號) 
 主日10:30AM 

電話：27568668 
   27563360 

傳真：30169503 

李學兒主任牧師(兼任中心主
任) 

賀耀文牧師＊（好鄰舍中心顧
問教練） 
羅惠東傳道    劉勸萍傳道 

高芷晴傳道    陳愛珍幹事 
陳思捷助理中心主任 
陳家琪社區幹事 

感恩堂 
地址：葵涌和宜合道122號新華銀行大廈五樓 
電郵：gracechurch2003@hotmail.com 
崇拜：主日11:00AM 

電話：24804595 

傳真：24813333 

甄樹潤顧問牧師＊ 

黃庭得教練牧師＊ 
曾麗蓮傳道＊ 
梁佩菊執事(辦事處同工)＊ 

祥華堂 
地址：粉嶺嘉福邨福安樓地下G01-G04室 

電郵：ecfcwc@gmail.com 
崇拜：主日11:00AM 

電話：26698618  
26697130 

傳真：81483088 

黎啟光堂主任 
盧換裳傳道 

宋樂軒傳道 
廖銀真幹事 

聖道迦南堂 
地址：觀塘利安里6號聖道迦南書院 

網址：http://ecfstcc.org/ 
電郵：ecfstcc2003@gmail.com 
崇拜：主日11:00AM 

電話：34268231 
 

陸少芬傳道 
董曼姿助理傳道 

小丸子宣教士 
馮偉碩長老(義務傳道)＊ 
蘇子進幹事 

mailto:gracechurch2003@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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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各堂會聚會及會友人數統計表 

 
資 料 

堂 名 

主日崇拜 青少年崇拜 兒童崇拜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祈禱會 團契／小組 受浸人數 會友名冊 

2018 2019 2018 2019 2018 2019 2018 2019 2018 2019 2018 2019 2018 2019 2018 2019 2018 2019 

九龍迦南堂 247 215 14 20 32 29 22 16 -- -- 5 13 143 98 
包括分堂 
15    15 

包括分堂 
546   541 

大埔迦南堂 55 49 -- -- 7 5 4 4 -- -- 10 7 9 8 4 3 參 九 迦 

尖沙咀迦南堂 121 110 -- -- -- -- 10 5 6 3 14 11 86 66 6 4 204 206 

深水埗迦南堂 66 67 -- -- -- -- 9 9 8 8 11 8 27 28 2 5 104 104 

香港迦南堂 191 175 -- -- -- -- 25 23 16 16 15 15 10 10 6 12 350 356 

基福堂 35 32 5 5 2 3 -- -- -- -- 4 -- 35 50 2 -- 163 163 

沙田迦南堂 47 45 13 11 7 5 -- -- -- -- 5 5 7 6 5 1 64 61 

聖道堂 110 104 -- -- -- -- 7 10 7 3 30 53 75 71 
包括分堂 
7    7 

包括分堂 
420   428 

迦密聖道堂 50 52 -- -- -- -- 35 30 -- -- 18 18 70 71 1 7 
參 

聖道 

香港萬善堂 88 -- -- -- -- -- 15 -- 10 -- 6 -- 90 -- 9 1 247 245 

柴灣萬善堂  90 90 12 12 -- -- -- -- 14 14 5 4 50 50 13 1 177 178 

九龍灣萬善堂 30 30 -- -- -- -- 10 8 4 4 10 8 14 14 -- -- 40 27 

九龍萬善堂 226 233 27 29 16 15 7 5 10 8 19 15 57 62 20 13 363 363 

感恩堂 32 32 -- -- -- -- -- -- -- 2 7 8 21 22 3 -- 120 120 

祥華堂 130 122 -- -- -- -- 13 12 18 18 6 5 106 110 7 8 205 215 

聖道迦南堂 29 31 -- -- 2 2 -- -- -- -- -- -- 68 85 8 6 45 49 

總人數 1547 1387 71 77 66 59 157 122 93 76 165 170 868 751 103 73 3048 3056 

備註： 

1. 2018代表4/2018-3/2019年度；2019代表4/2019-3/2020年度。 

2. 九龍灣萬善堂的會友名冊人數是「本年度恆常出席的會友名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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