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者之⾔： 

最近參加了⼀個中學畢業禮，⾒證教會幾位新⼀代完成中學階段、並預備進入⼀個新

的⾥程。還想起五年前，他們還是⼀群初中⽣，很難想像現在已經是成年⼈，世界等

待他們去發掘，信仰亦將由他們去傳承。弟兄姊妹，到底五年來，我們的⽣活有多⼤

變化？或許，對於和我年紀相近的⼈來說，五年轉眼便過，⽣活似乎沒有甚麼轉變；

但對於⼀個學⽣來說，卻是成長的關鍵。事實上，對於教會過去五年的成長，都是跨

越性的，在此和⼤家回顧⼀下： 

2017年，堂會發展逾30年，兩代教牧正式交接（2016年10⽉），崇拜出席全年平均

⼈數已近150，⽽會眾16以下的新⼀代總數已近90⼈。⾯對上帝豐富的賜予，除了⼼

懷感恩，為了不負所托、福⾳⼯作得以擴展和承傳，我們必須作出改變，以迎接教會

的發展。為此，踏入2018年，教會教牧與信徒領袖近30⼈，先參與為期兩年的中⼩

型教會發展課程，⼀同探索教會發展的可能性；同⼀時間，租下美興⼤廈地鋪及閣樓

作為新堂址，為期6年，並於10⽉正式遷入，以「總要救些⼈」為⽬標，與全會眾⼀

同進入新⾥程。 

⾃教會遷到新地⽅，隨即嘗試展開各項福⾳⼯作，18年底舉辦福⾳粵曲崇拜，以及⾸

屆王⼦⽂化祭；19年復活節舉⾏沙畫佈道會，暑期有同⼼圓佈道聚會，與短宣隊合作

舉辦⻘少年及兒童活動。隨此之外，為了迎接新來賓，教會組織了關接⼩組、開辦迎

新活動，崇拜出席平均⼈數亦由150躍升⾄170⼈。還有，差傳服侍也得到發展，

2019年所差派及⽀持的宣教⼠單位由4個增⾄6個，合作差會共3間、⼀共10位宣教

⼠。隨著教會的規模漸漸擴⼤，在完成堂發展課程後，教會擬定了五年計劃、設立分

部以及籌備購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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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為了配合堂會發展，教會分別設立差傳部、聖樂部，以及關顧部，以分擔

執事會的⼯作、幫助弟兄姊妹參與服侍。與此同時，教會的五年計劃隨即展開，⾸年

為「禱告年」，期望在組織全會眾先藉禱告倚靠上帝，同⼼尋求主的異象。然⽽，就

在各樣計劃開展不久，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同年2⽉，為了履⾏社會責任，執事會

決定暫停所有實體聚會。⾯對突如其來的變化，教會⾸要做的，是如何幫助會眾在相

對安全的環境下、繼續保持恆常的信仰⽣活。為此，教會全⼒開拓網上聚會的可能，

製作網上崇拜、線上祈禱會、受苦節默想會，以及各團契聚會；最終，在疫情最嚴竣

的三個多⽉裡，在弟兄姊妹的通⼒合作下，教會展開了嶄新的福⾳管道，並且給予領

袖們充份的空間，禱告尋求上帝的⼼意。 

教會在各樣的挑戰下，進入2021年，雖然疫情反覆，然⽽，會眾不但沒有減少，新

朋友及兒童的聚會⼈數更持續增長。按教會的五年計劃，第⼆年為「團契年」。早於

2016年，隨著會眾⽣活形態的轉變，參與團契聚會的⼈數只佔全教會的32%，⽽且

按年有減少的跡象；團契⽣活不但是信徒⽣活的基本，更是信徒共同成長最重要的平

台，教會有責任幫助信徒重建應有的團契⽣活；經過進⾏量性調查及多番商討，教會

決定作出新的嘗試，除了保留長者及⻘少年團契外，教會全⾯⼩組化，建立以聖經、

禱告為本的團契⽣活。與此同時，教會將⻘少年團契擴展⾄兩個，以配合⻘少年發

展。另外，隨著⼈數的增長，教會進⼀步實踐購堂計劃，期望在租約完結前，動員會

眾⼀起完成購置教會堂址的任務。 

為了配合教會團契的更新，踏入2022年，教會在「培訓年」開始了讀經運動，除了

⿎勵會眾⼀年讀完全本《聖經》外，教牧同⼯更選定全年10卷《聖經》經卷，並為經

⽂作淺釋，以供會眾精讀之⽤。最終，有超過100位信徒加入讀經計劃，教會將⼤部

份的參加者組織起來，將原來的⼩組重新整合，以幫助更多弟兄姊妹過教會的團契⽣

活，到⽬前為⽌，⼩組參與的⼈數，已超過全會眾的⼀半；⻘少年及長者團契亦有明

顯的增長。為了回應牧養的需要，教會在過去3年間，同⼯團隊已增⾄3位全職教

牧、1位兼職教牧，以及1位兼職幹事。回顧過去5年，正如我們個⼈的⽣活⼀樣，或

許挑戰不斷、困難仍然存在，然⽽，上帝的恩典卻從來沒有減少。弟兄姊妹在敬拜、

團契、讀經、傳道的⽣活上，都有所成長，並且有空間擴展的需要；但願我們繼續仰

望主，⽤信⼼跨過難關，留下美好的⾒證，將所信承傳下去。——黎光偉 



2022年4月堂費累積結存 1,354,291.16    
奉獻/其它 同工薪金 110,565.00      
當納十一 172,310.50 公積金及利息 6,450.60          
其他 9,812.10 堂址租金 70,040.00        
獻花 100.00 講員費 3,000.00          
無封 36,342.00 清潔費 2,125.00          
信基團 98.00 教會設備 11,814.00        
信諾團 104.00 聖樂事工 62.50               
兒童主日學 1,146.30 兒童事工 91.00               
租金收入 18,540.00 差傳事工 439.00             
銀行轉帳奉獻(沒註明) 63,513.60 詩歌版權費 220.00             

301,966.50       恆常運作開支 4,859.00          
雜費 655.90             

210,322.00      

代轉 代轉

AB 700.00              AB 700.00             
700.00              700.00             

總收入 301,966.50       5月堂費累積結存 1,445,935.66

$1,656,957.66 $1,656,957.66
5月堂費收入: $301,966.50                          5月堂費支出: $210,322.00                     5月堂費結餘:$91,644.50

4月結存 5月收入 5月結存

差傳基金 278,590.10 109,312.00 387,902.10
神學基金 107,093.00 7,430.00 114,523.00
慈惠基金 29,314.80 1,100.00 30,414.80
退休教牧基金 37,510.80 7,730.00 45,240.80
購堂基金 8,508,346.97 199,148.00 8,707,4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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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收支表

收入 支出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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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封

【01】 2,430 【23】 700 【45】 500 【67】 5,500 【89】

【02】 120 【24】 800 【46】 130 【68】 【90】 515

【03】 2,000 【25】 4,000 【47】 3,000 【69】 3,000 【91】 42

【04】 200 【26】 120 【48】 41,500 【70】 【92】 96

【05】 103 【27】 40 【49】 100 【71】 2,000 【93】 1,200

【06】 300 【28】 【50】 20 【72】 6,500 【94】 8,380

【07】 200 【29】 200 【51】 200 【73】 1,000 【95】 20

【08】 200 【30】 【52】 1,400 【74】 20 【96】 1,300

【09】 3,000 【31】 【53】 4,000 【75】 50 【97】 3,000

【10】 12,300 【32】 1,500 【54】 800 【76】 300 【98】 300

【11】 300 【33】 100 【55】 500 【77】 600 【99】 200

【12】 3,000 【34】 2,300 【56】 【78】 6,000 【100】 2,500

【13】 3,000 【35】 500 【57】 【79】 300 【101】 5,000

【14】 2,000 【36】 4,000 【58】 500 【80】 300 【102】 200

【15】 【37】 400 【59】 500 【81】 4,000 【103】 6,000

【16】 4,000 【38】 20 【60】 400 【82】 【104】 4,000

【17】 3,600 【39】 2,000 【61】 2,000 【83】 200 【105】

【18】 1,000 【40】 【62】 12,000 【84】 1,000 【106】 400

【19】 1,000 【41】 100 【63】 【85】 2,000 【107】 4,000

【20】 500 【42】 200 【64】 400 【86】 2,800 【108】 200

【21】 3,500 【43】 3,000 【65】 7,000 【87】 8,100 【109】 2,000

【22】 22.1 【44】 400 【66】 【88】 【110】 5,000

轉帳

【2022.5.1】2,000 【2022.5.7】 500 【2022.5.16】2,954.5 【2022.5.21】 8,000 【2022.5.29】 15,000

【2022.5.1】1,800 【2022.5.8】 12,000 【2022.5.17】5,000 【2022.5.22】 12,000 【2022.5.30】 1,500

【2022.5.3】2,500 【2022.5.8】 1,200 【2022.5.17】3,000 【2022.5.23】 800 【2022.5.30】 500

【2022.5.3】3,000 【2022.5.8】 500 【2022.5.17】10,000 【2022.5.23】 5,500 【2022.5.30】 4,313.6

【2022.5.3】4,700 【2022.5.10】3,000 【2022.5.17】1,000 【2022.5.23】 300 【2022.5.30】 1,000

【2022.5.3】1,000 【2022.5.10】100,000 【2022.5.17】2,000 【2022.5.23】 1,000 【2022.5.31】 10,700

【2022.5.3】1,000 【2022.5.11】2,530 【2022.5.17】2,000 【2022.5.28】 8,800 【2022.5.31】 600

【2022.5.4】2,400 【2022.5.15】3,000 【2022.5.17】1,000 【2022.5.29】 1,000 【2022.5.31】 1,000

【2022.5.6】1,200 【2022.5.16】10,000 【2022.5.18】2,000 【2022.5.29】 600

【2022.5.7】10,000 【2022.5.16】8,000 【2022.5.18】3,500 【2022.5.29】 400

【2022.5.7】2,000 【2022.5.16】10,000 【2022.5.19】1,000 【2022.5.29】 500

【2022.5.7】3,500 【2022.5.16】7,000 【2022.5.20】44,000 【2022.5.29】 1,230



差傳

no.1 no.26 no.51 no.76 2,400 no.101 500
no.2 500 no.27 no.52 no.77 100 no.102 600
no.3 200 no.28 no.53 500 no.78 no.103
no.4 200 no.29 6,000 no.54 no.79 no.104
no.5 300 no.30 2,530 no.55 4,000 no.80 no.105
no.6 no.31 5,230 no.56 600 no.81 13,500 no.106
no.7 200 no.32 400 no.57 3,100 no.82 no.107
no.8 2,000 no.33 800 no.58 103 no.83 no.108 600
no.9 no.34 no.59 no.84 no.109
no.10 500 no.35 no.60 no.85 no.110
no.11 no.36 no.61 1,000 no.86 no.111
no.12 2,000 no.37 no.62 40 no.87 no.112 500
no.13 400 no.38 no.63 600 no.88 no.113
no.14 no.39 500 no.64 no.89 no.114
no.15 no.40 500 no.65 no.90 no.115
no.16 no.41 3,000 no.66 500 no.91 no.116 500
no.17 2,000 no.42 no.67 600 no.92 1,000 no.117 2,500
no.18 no.43 no.68 500 no.93 no.118
no.19 1,000 no.44 no.69 no.94 500 no.119
no.20 no.45 no.70 6,000 no.95 no.120
no.21 no.46 no.71 no.96 no.121
no.22 200 no.47 no.72 600 no.97 no.122
no.23 1,200 no.48 1,000 no.73 no.98 100 no.123 800
no.24 no.49 no.74 15,000 no.99 no.124 300
no.25 300 no.50 no.75 1,000 no.100 no.125
無標註 100 無標註 100 無標註 100 無標註 100 無標註 200
無標註 400 無標註 100 無標註 100 無標註 600 無標註 309
無標註 200 無標註 10,000 無標註 2,000 無標註 6,000 無標註

購堂

no.1 no.30 no.59 no.88 no.117
no.2 1,000 no.31 5,230 no.60 no.89 no.118
no.3 no.32 500 no.61 500 no.90 no.119 100,000
no.4 600 no.33 800 no.62 no.91 no.120
no.5 1,000 no.34 no.63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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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800 no.96 no.125
no.10 1,000 no.39 500 no.68 200 no.97 5,000 no.126
no.11 no.40 no.69 no.98 8,000 no.127
no.12 1,000 no.41 no.70 6,000 no.99 no.128 1,200
no.13 no.42 no.71 no.100 no.129 10,000
no.14 3,000 no.43 no.72 400 no.101 no.130
no.15 no.44 no.73 no.102 no.131
no.16 no.45 no.74 no.103 no.132 96
no.17 2,000 no.46 no.75 500 no.104 3,100 no.133 42
no.18 no.47 no.76 no.105 no.134
no.19 2,000 no.48 500 no.77 200 no.106 no.135
no.20 no.49 no.78 no.107 no.136 4,500
no.21 no.50 no.79 no.108 no.137
no.22 no.51 no.80 no.109 no.138
no.23 no.52 no.81 no.110 no.139 200
no.24 no.53 no.82 no.111 no.140 3,900
no.25 no.54 no.83 no.112 500 no.141 200
no.26 no.55 20,000 no.84 no.113 no.142
no.27 no.56 100 no.85 no.114 1,000 no.143 1,000
no.28 no.57 3,200 no.86 no.115
no.29 no.58 no.87 no.116
無標註 500 無標註 2,000 無標註 2,000 無標註 50 無標註 1,000
無標註 1,800 無標註 1,230  



 

2022年5⽉各經常聚會出席⼈數（平均數）： 

6⽉份肢體及聚會消息： 

• 6⽉4、5⽇（六、⽇）為懇親福⾳崇拜 -「平安何處尋？」。 

• 6⽉8⽇（三）董上⽺、董蔡佩恩宣教⼠已平安抵達澳⾨。 

• 6⽉8⽇（三）陳容弟兄經進⾏床邊⽔禮加入教會成為會友。 

• 6⽉9⽇（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祈禱會。 

• 6⽉18、19⽇（六、⽇）為⽗親節崇拜。 

• 6⽉23⽇（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肢體交通會。 

預告7⽉份的聚會： 

• 7⽉14⽇（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祈禱會。 

• 7⽉28⽇（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肢體交通會。 

• 7⽉25-27⽇（⼀⾄三）為⻘少年事奉培訓「敢夢聯盟 - 創作⼯作室」。 

主⽇崇拜 249（168） 信諾少⻘團 14（6） ⽉禱會 16

兒童主⽇學 48（35） 信基少⻘團 20（13） 交通會 11

信恆成年團 12

1. 記念暑期將⾄，教會將於8⽉份開展⻘少年及兒童暑期活動，包括⻘少
年事奉培訓；求主保守現在開始有關活動的籌備，以及活動能夠在安全
的環境下順利進⾏。 

2. 6⽉為購堂⽉，繼續記念教會的購堂計劃，求主不但讓全會眾認識教會
空間的需要，也求主幫助我們，在這事上學習倚靠上帝。特別記念教牧
和教會領袖，尋求上帝的⼼意，能有合適的判斷和溝通，以致在堂會購
置的過程中，經歷上帝的供應和預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