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的受苦節和復活節不但是公眾假期，也是教會群體重視的節⽇，為要記念

耶穌基督的受難和復活。可能有⼈會問，慶祝耶穌的復活，為基督戰勝死亡、成就救

恩⽽歡樂，以節慶來記念這天最好不過。可是，為甚麼連受苦也要記念呢？記念主的

苦對我們來說，到底有甚麼意義呢？我相信，歷代教會的信徒，保留受苦節的傳統，

讓跟隨上帝的⼈回想基督承受苦難，是有重要價值的。除了透過祂⽢⼼犧牲來換取我

們的幸福、以表明祂對世⼈的愛外，更勉勵我們，當我們決定跟隨主耶穌，我們與主

的命運便緊緊連結起來，我們或許同樣因堅持所信，⽽遭受到艱難、甚⾄虧損。然

⽽，往往這困境，正說明我們是屬主的⼈；⽽曾經受苦的主耶穌，祂明⽩我們的苦

難，也願意與我們⼀起跨過⼀個⼜⼀個的困難。故此，這同樣值得我們記念，今年，

我們更希望藉此機會，舉辦福⾳聚會，讓更多⼈認識基督的救恩——黎光偉 

 這次佈道會的特別之處，在於整個聚會的設計和構想，都是由信諾團的中、⼤

學⽣來主導，團契導師和教會各部則從旁協助，讓團友的創意能夠付諸實現。在預備

進⾏的過程之中，看⾒⻘少年們為了向同儕分享⾒證⽽絞盡腦汁，⼜花上⼤量的時間

進⾏排練；成年⼈不但在⾳樂和陪談接待⽅⾯提供⽀援，也積極參與代禱和邀請。教

會上下共同為福⾳齊⼼努⼒，構成了許多美好的畫⾯。雖然⾏⽂時佈道會仍未舉⾏，

但⼤家⼼中已是充滿期待，深信上帝必悅納各⼈的付出和擺上，使⽤聚會成為⻘少年

進入教會、聽聞福⾳的機會。也盼望這次籌備佈道會的經驗，能讓教會⻘少年們得著

⿎舞，繼續堅定傳福⾳的⼼志——盧啟智 

2022年4月



 

2022年3⽉各經常聚會出席⼈數（平均數）： 

4⽉份肢體及聚會消息： 

• 4⽉14⽇（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祈禱會。 

• 4⽉15⽇（五）下午3時⾄4時半為受苦節佈道會—“Go_d Show”。 

• 4⽉16、17⽇（六、⽇）為復活節崇拜-「愛火重燃」。 

• 4⽉23、24⽇（六、⽇）「信⼼之旅」基督信仰入⾨課程開課。 

• 4⽉28⽇（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肢體交通會。 

預告5⽉份的聚會： 

• 5⽉為教會差傳⽉。 

• 5⽉12⽇（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祈禱會。 

• 5⽉26⽇（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肢體交通會。 

主⽇崇拜 215（161） 信諾少⻘團 17（11） ⽉禱會 9

兒童主⽇學 43（30） 信基少⻘團 18（12） 交通會 6

信恆成年團 11

1. 感恩4⽉15⽇下午的佈道聚會能如期進⾏，求主幫助每位來賓，不但藉
此有機會認識上帝，更於⽇後繼續參與教會聚會。  

2. 求主使⽤4⽉23、24⽇開始的「信⼼之旅」基督信仰入⾨課程，幫助弟
兄姊妹及新朋友更認識基督信仰。 

3. 為疫情不穩的地區禱告，求主醫治染疫的居⺠，能及時被妥善安置和醫
治;並在康復的過程中，得到適當 的照料和供應。願跟隨上帝的⼈，知
道如何在患難中， 分享基督的愛，並努⼒實踐出來。 



2022年2月堂費累積結存 1,252,589.77    

奉獻/其它 同工薪金 89,635.00        

當納十一 147,459.50 公積金及利息 5,366.00          

其他 6,700.00 堂址租金 70,040.00        

獻花 100.00 講員費 1,500.00          

無封 8,625.00 清潔費 3,147.90          

信諾團 110.00 教會設備 13,796.00        

信基團 59.00 教會用書 952.20             

兒童主日學 663.00 友堂按牧賀禮 828.00             

租金收入 18,540.00 教會事工 183.00             

銀行轉帳奉獻(沒註明) 68,700.00 關顧事工 400.00             

銀行利息收入 8,350.79 青少年事工 901.40             

259,307.29       保險 8,091.00          

教會修繕 1,800.00          

恆常運作開支 4,353.00          

雜費 720.00             

201,713.50      

代轉 代轉

黎郭鳳玲師母 400.00              黎郭鳳玲師母 400.00             

盧啓智傳道 1,400.00           盧啓智傳道 1,400.00          

B 400.00              B 400.00             

AB 600.00              AB 600.00             

C 400.00              C 400.00             

D 400.00              D 400.00             

E 4,000.00           E 4,000.00          

7,600.00           E 7,600.00          

總收入 259,307.29       3月堂費累積結存 1,310,183.56

$1,519,497.06 $1,519,497.06

3月堂費收入: $259,307.29                     3月堂費支出: $201,911.5                     3月堂費結餘:$57,593.79

2月結存 3月收入 3月結存

差傳基金 511,524.10 65,110.00

支持宣教士

(註: 2021年度第二期) 378,000.00 198,634.10

神學基金 101,493.00 3,400.00 104,893.00

慈惠基金 28,014.80 200.00 28,214.80

退休教牧基金 19,160.80 7,420.00 26,580.80

購堂基金 7,840,308.97 243,180.00 8,083,488.97

  

中國銀行港元戶口 /  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  1 8 1 4 1 1 1 0 2 4 7 7 5 5 0

*給予本堂之支票抬頭請寫「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  司庫:李劍聰    司數:馮紫華    核數: 郭鳯玲

2022年3月收支表

收入 支出

          3月支出

中國銀行澳門元戶口 /  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  1 8 0 7 0 0 1 0 2 8 7 2 6 2 0



奉獻封

一月封 二月封 二月封

【92】 2,300 【26】 3000 【71】 920

三月封

【01】 【20】 4,000 【39】 2,000 【58】 100 【77】 500

【02】 100 【21】 100 【40】 200 【59】 1,500 【78】

【03】 140 【22】 5,000 【41】 100 【60】 80 【79】

【04】 200 【23】 3,000 【42】 5,503 【61】 500 【80】 200

【05】 19,000 【24】 2,500 【43】 1,000 【62】 2,000 【81】 200

【06】 200 【25】 700 【44】 1,000 【63】 4,000 【82】 3,000

【07】 200 【26】 300 【45】 【64】 【83】

【08】 240 【27】 3,000 【46】 300 【65】 6,000 【84】 10,000

【09】 300 【28】 【47】 1,500 【66】 6,400 【85】 1,330

【10】 800 【29】 3,030 【48】 3,000 【67】 【86】 4,000

【11】 500 【30】 1,500 【49】 8,100 【68】 【87】

【12】 2,300 【31】 100 【50】 3,400 【69】 300 【88】

【13】 【32】 3,000 【51】 2,500 【70】 5,000 【89】

【14】 2,800 【33】 120 【52】 2,000 【71】 4,000 【90】

【15】 100 【34】 240 【53】 140 【72】 2,600 【91】

【16】 10,500 【35】 4,000 【54】 200 【73】 500 【92】

【17】 1,000 【36】 2,500 【55】 7,000 【74】 120 【93】

【18】 1,000 【37】 100 【56】 3,000 【75】 220 【94】

【19】 3,500 【38】 3,000 【57】 2,000 【76】 800 【95】

轉帳

【2022.3.1】 3,000 【2022.3.13】 10,000 【2022.3.16】1,000 【2022.3.20】 600 【2022.3.24】1,000

【2022.3.1】 4,700 【2022.3.13】 500 【2022.3.16】2,000 【2022.3.20】 400 【2022.3.24】300

【2022.3.2】 2,500 【2022.3.13】 1,200 【2022.3.17】1,000 【2022.3.21】 3,200 【2022.3.27】10,000

【2022.3.2】 1,800 【2022.3.13】 30,000 【2022.3.17】3,000 【2022.3.21】 400 【2022.3.28】10,000

【2022.3.5】 6,000 【2022.3.16】 1,230 【2022.3.17】10,000 【2022.3.21】 400 【2022.3.28】500

【2022.3.6】 10,000 【2022.3.16】 2,954.50 【2022.3.17】8,000 【2022.3.21】 400 【2022.3.30】1,000

【2022.3.7】 1,200 【2022.3.16】 104,000 【2022.3.18】2,000 【2022.3.21】 400 【2022.3.30】1,000

【2022.3.8】 3,500 【2022.3.16】 54,000 【2022.3.19】4,000 【2022.3.21】 400 【2022.3.31】1,000

【2022.3.11】2,500 【2022.3.16】 4,702 【2022.3.20】44,000 【2022.3.21】 1,000  

【2022.3.12】1,000 【2022.3.16】 10,000 【2022.3.20】1,000 【2022.3.24】 5,500



差傳

no.1 no.26 no.51 no.76 no.101
no.2 500 no.27 no.52 no.77 100 no.102
no.3 200 no.28 no.53 500 no.78 no.103
no.4 200 no.29 no.54 no.79 200 no.104
no.5 300 no.30 2,500 no.55 4,000 no.80 200 no.105
no.6 6,000 no.31 1,000 no.56 500 no.81 1,000 no.106
no.7 200 no.32 no.57 3,100 no.82 no.107 3,000
no.8 no.33 800 no.58 no.83 no.108
no.9 no.34 500 no.59 no.84 no.109 400
no.10 500 no.35 no.60 no.85 no.110
no.11 no.36 no.61 1,000 no.86 4,000 no.111
no.12 2,000 no.37 100 no.62 no.87 4,000 no.112 500
no.13 200 no.38 100 no.63 600 no.88 no.113
no.14 no.39 1,000 no.64 no.89 no.114
no.15 3,000 no.40 no.65 no.90 no.115
no.16 no.41 3,000 no.66 500 no.91 no.116 500
no.17 no.42 no.67 no.92 1,000 no.117
no.18 no.43 no.68 500 no.93 no.118
no.19 1,000 no.44 no.69 no.94 500 no.119 10,000
no.20 no.45 no.70 no.95 no.120
no.21 no.46 no.71 no.96 no.121 1,000
no.22 200 no.47 no.72 600 no.97 no.122
no.23 no.48 1,500 no.73 no.98 100 no.123
no.24 no.49 no.74 no.99 no.124 300
no.25 300 no.50 no.75 1,000 no.100 no.125 100
無標註 100 無標註 200 無標註 40 無標註 40 無標註 200
無標註 200 無標註 30    

購堂

no.1 no.30 no.59 no.88 no.117
no.2 1,000 no.31 1,000 no.60 no.89 no.118
no.3 no.32 no.61 500 no.90 no.119
no.4 600 no.33 800 no.62 no.91 no.120
no.5 1,000 no.34 1,000 no.63 no.92 no.121
no.6 no.35 no.64 no.93 no.122
no.7 no.36 no.65 no.94 no.123
no.8 no.37 200 no.66 no.95 no.124 200
no.9 no.38 no.67 no.96 2,600 no.125
no.10 2,500 no.39 1,000 no.68 200 no.97 no.126
no.11 no.40 no.69 no.98 8,000 no.127
no.12 1,000 no.41 no.70 no.99 no.128 1,200
no.13 no.42 no.71 no.100 no.129 10,000
no.14 no.43 no.72 400 no.101 no.130
no.15 2,000 no.44 no.73 no.102 no.131
no.16 no.45 no.74 no.103 no.132
no.17 no.46 no.75 500 no.104 3,000 no.133
no.18 no.47 no.76 no.105 no.134 200
no.19 2,000 no.48 1,000 no.77 200 no.106 no.135 1,000
no.20 no.49 no.78 no.107 no.136
no.21 no.50 no.79 no.108 no.137
no.22 no.51 no.80 no.109 1,100 no.138
no.23 no.52 no.81 1,500 no.110 no.139 200
no.24 no.53 no.82 no.111 no.140 1,300
no.25 no.54 no.83 no.112 500 no.141
no.26 no.55 20,000 no.84 no.113 no.142 30
no.27 no.56 100 no.85 no.114 500 no.143 1,000
no.28 no.57 3,200 no.86 100,000 no.115
no.29 10,000 no.58 no.87 50,000 no.116
無標註 200 無標註 3,000 無標註 1,000 無標註 3,000 無標註 20
無標註 400 無標註 1,800 無標註 1,230



 
 ⼤家好，我係朱雅祁。我係信⼼堂的 “信⼆代”，我係媽媽的肚

到就已經番咗嚟，所以我喺信⼼堂的資歷係⾮常深厚，雖然我未夠
18，但番咗教會已經超過18年，計埋喺媽媽的懷孕期⼊⾯。 
我第⼀次決志係11年前，2010年我6歲時決志，當時就係去⾹港旅
⾏，然後唔知點解就決左志，唔知點解多咗張⽺咩咩的決志卡，唔知
點解keep到⽽家。但當時決咗志之後，除左聽多咗兒童主⽇學的聖經
故事外，我的屬靈⽣命係無任何進展。⽽第⼆次決志就已經係⼗年
後，2021年嘅暑假。 
⽽喺呢⼗幾年間，幾乎認識我的每⼀個⼈，都有問過我⼀條問題：唔
係問我有無男朋友，⽽係問我幾時先受洗。但我唔想貪得意就⾛去受
洗，我想真係實實在在經歷神，先再決定去受洗。我就祈禱，問上

帝，可唔可以⽐我經歷⼀啲嘢，但最好就唔係⼤災難，令我有感動呢? 其實上帝好好，真係聽
我地祈禱。⾼⼆，係我⼈⽣的轉捩點，壓⼒⾮常⼤，令我感覺到，原來⼈好渺⼩，好多事我地
都無法控制到，從⽽激發咗我決定受洗嘅慾望。我的壓⼒，總括可以分為三層。 
第⼀層，亦最重的⼀層就係屋企⼈。呢⼀年，我屋企⼈同我講過最多嘅⼀句說話：「你要好好
照顧⾃⼰，因為你係我地屋企，唯⼀⼀個健全嘅⼈。」明唔明⼽種全世界都出晒事，但得你⼀
個無事的感覺，雖然好擔⼼，但乜嘢都做唔到，我只可以唔喺佢地⾯前表露得好傷⼼同難過，
要忍住，因為我唔可以倒塌，我就將唔開⼼同壓⼒⼀直收埋喺⾃⼰個⼼到。第⼆層，就係學校
的社團。眾所周知，我喺⾼⼆⼽年，喺學校帶領緊三個⼤社團，學⽣會，電視台，圖資社，帶
住超過150⼈，搞好多⼤型活動，處理唔同⼈際、公關問題、瑣碎雜務，進⾏教育、提拔後代
等的⼯作，都要親⼒親為。就算好⾟苦、好⼤壓⼒，我都唔想⼈地擔⼼，我就無同任何⼈講，
收埋咗喺⼼⼊⾯。第三層，就係學業。⼤家都知，⾼⼆係全個中學最難讀、最⾟苦的⼀年，關
乎到升學、有無書讀的問題。與此同時，我⾝邊好多朋友都出事，嵐斷左隻腳，⾝邊都有幾個
朋友被診斷精神問題，都令我頗⼤的擔⼼同埋壓⼒。 
無論⼀個⼈幾堅強，都會有佢壓⼒爆煲的⼀⽇。喺四五⽉的時候，我發現⾃⼰連續⼀個⽉，都
無好單純地開⼼過，⼼⼝好似有嘢塞住咁，每晚番到屋企就好想嘔、胃痛同肚痛，每次⾃⼰⾏
番學，⼀路⾏⼀路喊，每次上堂都喺個位到偷偷地喊。之後，我頂唔信，搵咗屋企⼈傾計，甚
⾄問佢地可唔以睇醫⽣、睇輔導，咁佢地就同我⼀⿑祈禱，將⼼⼊⾯唔開⼼的嘢同上帝講，交
託⽐神，⼽次祈禱後⼼裏出現⼀種平安，⼈亦都放鬆咗多，呢啲係我以前未曾體會過。 
今年，我終於明⽩到，每⼀次的經歷，上帝都會有佢的旨意，佢想你學習的課題係⼊邊。 係
當中我都學習到，原來⼈⽣好多嘢都唔係喺我地可以掌握之中，無論好定壞事，都要學識藉著
禱告去感恩、去尋求同埋依靠神。好似上兩個星期，都有類似情緒崩潰嘅狀況出現，但今次我
學識咗要禱告交託，靠住上帝，我⽤咗兩三⽇就⾛出咗情緒。明年，我中學畢業啦，希望未來
出咗去讀書、做嘢，得番⾃⼰⼀個，我會繼續祈禱，學習將⼀切交托⽐上帝。 
最後，我⽤⼀句我好喜歡的⾦句嚟結束我今⽇的⾒證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 感謝天⽗，多謝⼤家。 
(朱雅祁姊妹於⼆零⼆⼀年⼗⼆⽉⼆⼗六⽇，受洗成為本堂第五⼗屆會友)

朱雅祁姊妹⽔禮⾒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