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會主要聚會 

2022年12月

⽉ 主題 ⽇期 週 項⽬ ⽬的

1 退修 1-2 六｜⽇ 事奉⼈員退修會 培靈

3 迎新 15 ⽇ 迎新會（上半年） 福⾳預⼯

4 受苦 7 五 受苦節培靈會 培靈

7-8 六｜⽇ 復活節培靈崇拜 培靈

5 差傳 13-14 ⽇ ⺟親節崇拜 培靈

27-28 六｜⽇ 差傳聖餐崇拜 培靈

6 購堂 3-4 六｜⽇ 懇親福⾳崇拜 佈道

10-11 六｜⽇ 購堂崇拜 培靈

17-18 六｜⽇ ⽗親節崇拜 培靈

8 暑期 1-3 ⼆⾄四 暑期遊樂園 福⾳預⼯

8-10 ⼆⾄四 信基團夏令營 福⾳預⼯

15-17 ⼆⾄四 信諾團夏令營 福⾳預⼯

9 堂慶 16-17 六｜⽇ 2024年執事候選⼈選票派發 培靈

16-17 六｜⽇ 堂慶崇拜 感恩

10 事奉 7-8 六｜⽇ 2024年執事選票,會友⼤會信派發 選舉

15 ⽇ 迎新會（下半年） 福⾳預⼯

27 五 2023年會友⼤會 選舉

11 家庭 4-5 五-六 家庭崇拜 培靈

12 聖誕 18 ⽇ 第六屆「王⼦⽂化祭」 福⾳預⼯

16-17 六｜⽇ 聖誕福⾳崇拜 佈道

31 ⽇ 感恩會/守年更祈禱會 培靈



 

2022年11⽉各經常聚會出席⼈數（平均數）： 

12⽉份肢體及聚會消息： 

• 12⽉3⽇（六）下午4時半為「美麗⼈⽣」福⾳崇拜。 

• 12⽉8⽇（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祈禱會。 

• 12⽉11⽇（⽇）下午2時半為本堂第51屆⽔禮，共有六位肢體受洗加入教會，他們分別為

陳雪梅姊妹、李燕芳姊妹、麥翠蓮姊妹、李政烽弟兄、盧以琳姊妹、盧以翹姊妹。 

• 12⽉18⽇（⽇）下午2時半⾄6時為本堂「第五屆王⼦⽂化祭 - 尋找王⼦的奇妙之旅」，

期間同步進⾏兩場家長⼯作坊 -「爸爸媽媽學表揚」，時間分別為下午3時⾄4時及下午

5時⾄6時。 

• 12⽉24、25⽇（六、⽇）為聖誕崇拜。 

• 12⽉31⽇（六）晚上8時半為感恩會/守年更祈禱會。 

預告1⽉份的聚會： 

• 1⽉2⽇（⼀）上午10時⾄下午5時補辦「less is more」事奉⼈員退修會。 

• 1⽉12⽇（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祈禱會。 

• 1⽉26⽇（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肢體交通會。  

主⽇崇拜 221（161） 信諾少⻘團 10（5） ⽉禱會 15

兒童主⽇學 49（34） 信基少⻘團 19（13） 交通會 10

信恆成年團 10

1. 求主引領六位在第51屆⽔禮中信⽽受洗、加入教會的新成員往後的信仰
路途，加添他們信⼼，幫助他們投入教會⽣活，與肢體並肩成長。 

2. 為12⽉18⽇第五屆王⼦⽂化祭禱告，求主祝福每位參與的事奉⼈員和來
賓，好讓⼈藉此認識教會，也讓弟兄姊妹有美好的事奉經驗。當中特別
記念劇場的演出、詩歌的分享，以及家長講座，求主使⽤。 

3. 繼續為購堂及遷堂禱告，求主帶領我們在整個過程中，得到弟兄姊妹的
參與，透過禱告、計劃、籌備、奉獻等，⼀同⾒證上帝奇妙的⼯作。



2022年10月堂費累積結存 519,654.83       

奉獻/其它 同工薪金 111,930.00      

當納十一 152,133.00 公積金及利息 6,647.30          

感恩 1,600.00 堂址租金 74,942.80        

其他 6,690.00 講員費 1,500.00          

獻花 100.00 關顧事工 400.00             

無封 20,920.00 兒童事工 174.00             

信基團 10.00 聖樂事工 35.00               

信諾團 30.00 裁培事工 368.00             

兒童主日學 763.20 雜費 346.00             

租金收入 18,540.00 清潔費 1,300.00          

銀行轉帳奉獻(沒註明) 76,988.78 日常運作開支 2,835.50          

277,774.98       教會修繕 4,820.00          

事奉人員退修會 1,827.50          

保險 12,459.40        

219,585.50      

代轉 代轉

AB 700.00 AB 700.00

B 300.00 B 300.00

1,000.00           1,000.00          

總收入 277,774.98       11月堂費累積結存 577,844.31

$798,429.81 $798,429.81

11月堂費收入: $277,774.98                       11月堂費支出: $219,585.50                    11月堂費結餘: $58,189.48

10月結存 11月收入 11月結存

差傳基金 292,252.10 40,750.00 333,002.10

神學基金 131,493.00 4,520.00 136,013.00

慈惠基金 32,214.80 100.00 32,314.80

退休教牧基金 76,220.80 8,650.00 84,870.80

購堂基金 10,291,444.97 593,250.00 支付物業購置訂金 3,115,130.00 7,769,56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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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1月收支表

收入 支出

11月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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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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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封

【01】 1,300 【19】 800 【37】 1,000 【55】 1,400 【73】 3,000

【02】 8,000 【20】 5,200 【38】 3,000 【56】 3,500 【74】 10,000

【03】 100 【21】 3,000 【39】 2,400 【57】 2,000 【75】

【04】 100 【22】 120 【40】 4,000 【58】 500 【76】

【05】 2,000 【23】 1,000 【41】 2,800 【59】 3,000 【77】

【06】 2,500 【24】 500 【42】 6,000 【60】 【78】 200

【07】 200 【25】 200 【43】 300 【61】 【79】

【08】 30 【26】 2,800 【44】 1,000 【62】 【80】

【09】 100 【27】 100 【45】 700 【63】 【81】 2,000

【10】 【28】 【46】 30,380 【64】 2,000 【82】 3,000

【11】 【29】 【47】 500 【65】 1,000 【83】 500

【12】 【30】 【48】 14,000 【66】 2,600 【84】 1,000

【13】 2,300 【31】 1,000 【49】 100 【67】 1,000 【85】 4,000

【14】 【32】 500 【50】 5,000 【68】 850 【86】

【15】 4,000 【33】 2,500 【51】 1,000 【69】 1,000 【87】

【16】 1,000 【34】 5,000 【52】 1,000 【70】 500 【88】

【17】 500 【35】 2,000 【53】 20,000 【71】 3,000 【89】

【18】 3,500 【36】 3,000 【54】 10,600 【72】 100 【90】

轉帳

【2022.11.1】1,000 【2022.11.4】 1,000 【2022.11.15】4,000 【2022.11.21】1,200 【2022.11.27】2,000

【2022.11.1】600 【2022.11.5】 3,000 【2022.11.16】1,000 【2022.11.21】3,000 【2022.11.28】3,000

【2022.11.1】400 【2022.11.6】 100 【2022.11.16】10,000 【2022.11.22】2,000 【2022.11.29】1,000

【2022.11.1】3,000 【2022.11.6】 600 【2022.11.16】5,500 【2022.11.23】2,000 【2022.11.29】500.00

【2022.11.1】1,800 【2022.11.6】 5,000 【2022.11.16】300 【2022.11.24】78,000 【2022.11.29】1,030

【2022.11.2】2,000 【2022.11.7】 3,000 【2022.11.16】1,000 【2022.11.24】14,000 【2022.11.29】5,589

【2022.11.3】2,600 【2022.11.8】 3,500 【2022.11.17】3,000 【2022.11.24】1,000 【2022.11.30】70,000

【2022.11.3】20,000 【2022.11.10】20,000 【2022.11.17】10,000 【2022.11.24】2,000 【2022.11.30】5,300

【2022.11.3】24,000 【2022.11.11】4,000 【2022.11.18】12,000 【2022.11.25】600 【2022.11.30】1,000

【2022.11.4】2,500 【2022.11.11】2,530 【2022.11.18】1,000 【2022.11.25】1,200 【2022.11.30】1,000

【2022.11.4】28,000 【2022.11.12】3,000 【2022.11.18】2,000 【2022.11.26】5,653



差傳

no.1 no.27 no.53 500 no.79 no.105

no.2 no.28 no.54 no.80 no.106

no.3 200 no.29 no.55 4,000 no.81 500 no.107
no.4 100 no.30 2,530 no.56 600 no.82 no.108 600
no.5 300 no.31 2,320 no.57 3,200 no.83 no.109 800
no.6 no.32 no.58 no.84 500 no.110
no.7 200 no.33 800 no.59 no.85 500 no.111
no.8 no.34 500 no.60 no.86 no.112 500
no.9 no.35 no.61 1,000 no.87 no.113 200
no.10 500 no.36 no.62 no.88 no.114 500
no.11 no.37 100 no.63 500 no.89 no.115
no.12 2,000 no.38 100 no.64 no.90 no.116
no.13 no.39 500 no.65 no.91 no.117
no.14 no.40 500 no.66 500 no.92 1,000 no.118
no.15 no.41 3,000 no.67 600 no.93 no.119
no.16 no.42 no.68 500 no.94 600 no.120
no.17 1,000 no.43 no.69 no.95 no.121
no.18 no.44 no.70 no.96 500 no.122
no.19 1,000 no.45 no.71 no.97 no.123
no.20 no.46 no.72 600 no.98 no.124 200
no.21 no.47 no.73 no.99 no.125
no.22 200 no.48 1,500 no.74 no.100 no.126
no.23 2,400 no.49 no.75 1,000 no.101 no.127
no.24 no.50 no.76 no.102 無標註 200
no.25 300 no.51 no.77 100 no.103 無標註 200
no.26 no.52 no.78 no.104 600 無標註 200

＊請在奉獻封或轉帳附言上註明：差傳基金／編號。

購堂

no.1 600 no.30 no.59 no.88 no.117
no.2 no.31 no.60 no.89 no.118
no.3 no.32 no.61 500 no.90 no.119

no.4 no.33 800 no.62 no.91 no.120
no.5 1,000 no.34 1,000 no.63 500 no.92 no.121
no.6 no.35 no.64 no.93 no.122
no.7 no.36 no.65 1,000 no.94 no.123 2,000
no.8 no.37 200 no.66 no.95 no.124
no.9 no.38 no.67 800 no.96 800 no.125
no.10 500 no.39 500 no.68 200 no.97 no.126
no.11 no.40 1,030 no.69 no.98 no.127
no.12 1,000 no.41 no.70 no.99 no.128 21,200
no.13 no.42 no.71 no.100 no.129 10,000
no.14 3,000 no.43 no.72 400 no.101 1,000 no.130 70,000
no.15 no.44 no.73 no.102 1,000 no.131
no.16 no.45 no.74 5,000 no.103 no.132
no.17 1,000 no.46 no.75 500 no.104 3,500 no.133
no.18 no.47 no.76 no.105 no.134
no.19 2,000 no.48 1,500 no.77 100 no.106 no.135
no.20 78,000 no.49 no.78 no.107 no.136
no.21 no.50 no.79 no.108 400 no.137
no.22 500 no.51 no.80 no.109 2,000 no.138
no.23 no.52 no.81 no.110 no.139
no.24 no.53 500 no.82 no.111 no.140
no.25 no.54 no.83 no.112 500 no.141
no.26 no.55 20,000 no.84 no.113 no.142
no.27 no.56 100 no.85 no.114 no.143 1,000
no.28 no.57 3,200 no.86 no.115 no.144 2,000
no.29 no.58 no.87 no.116 no.145 500
無標註 500 無標註 500 無標註 1,500 無標註 2,000  
無標註 500 無標註 2,320 無標註 200 無標註 500  
無標註 200 無標註 200 無標註 300 無標註 1,000
無標註 20,000 無標註 4,000 無標註 200 無標註 1,000
無標註 200 無標註 5,000 無標註 10,000 無標註 1,800

＊請在奉獻封或轉帳附言上註明：購堂基金／編號。



 

我⼩學時是讀天主教學校。所以⾃⼩已經接觸神

和耶穌基督。當時除了每天例⾏念天主經外。並

沒有對神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只是當我要考試的

時候便會想起神求祂幫助我。我覺得當時神並沒

有聆聽我的訴求，要不合格的還是不合格。但我

覺得神⼀直在我⾝邊⼀直在看顧著我。他未必給

我所求的但他給我需要的。 

那為何我直⾄今天才⾏⽔禮呢? 

中學時有朋友帶我參與團契，我感覺到他們過分的熱情有點誇張。曾在街

等朋友的時候有基督徒⾛過來和我傳道，但他未能說服我加⼊他們的教

會。 

2018年我來到澳⾨才發現我的表弟原來是信⼼堂的牧師。藉著黎牧師的邀

請，我每星期都返教會。後來我搬到路環，另⼀位外籍朋友邀請我去了另

外⼀個英⽂教會。他們都問我你信神嗎？我的答案都是堅定的，我深信⼤

能的神。但我總未能跨過接受成為基督徒。直⾄⼀天我在上海上數字⼼理

學課。⽼師要我們和我們的神連接。我便問神，神我深信著你，你是⼤能

的神，但我應該通過那個宗教去敬拜你呢？當時有⼀把聲⾳和我說，那你

最認識哪⼀個宗教呢？我突然明⽩了，過去⼀直是我的執悟！ 

我感謝神⼀直看顧住我，帶領我⾛我應該⾛的路。我們⼈是何等的渺⼩。

只有神才清楚看⾒我們的⼈⽣道路。引領我們⾛我們應⾛的路。 

(陳雪梅姊妹於⼆零⼆⼆年⼗⼆⽉⼗⼀⽇，受洗成為本堂第五⼗⼀屆會友) 

陳雪梅姊妹⽔禮⾒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