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弟兄姊妹，今年是上主帶領信⼼堂走過的第35個年頭，我們感

恩能有份在其中⾒證。以下我們幾位同⼯會就著「敬拜服侍的

傳承」、「信仰學習的傳承」和「團契⽣活的傳承」三個⽅⾯有⼀些分享，盼

望彼此勉勵。⾸先，說起「敬拜服侍」，我便想起《羅⾺書》中使徒保羅的⼀

句教導：「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

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1）當中「事

奉」這個字很特別，它⼜可以理解作「敬拜」。即是說，「事奉神」和「敬拜

神」是⼀體兩⾯的 – 當我們每星期相聚⼀起專注敬拜神時，就是在事奉祂；同

樣地，當我們同⼼事奉神時，也是在同⼼敬拜神，⾒證著神在我們當中。感謝

神！祂在35年前透過蔡牧師、蔡師⺟建立信⼼堂，讓很多⼈在其中認識神。多

年來，信⼼堂培養了很多弟兄姊妹的敬拜和服侍⽣活，靈性得以被造就；今

後，我們仍然期望教會能成為眾弟兄姊妹實踐信仰的其中⼀個重要場域，各⼈

能在教會找到⾃⼰的位置，⼀起在敬拜服侍的⽣活中經歷主、⾒證主，讓教會

這個⾨徒群體能代代相傳下去，直等到主來。——余俊德 

教會是我們⼀起敬拜服侍、實踐信仰的所在。另⼀⽅⾯，幫助⼈認

識基督信仰、學習成為主的⾨徒，也是教會的重要使命。因

此，我們期望無論是慕道朋友還是資深信徒，在教會裡都可以透過信仰的學

習，經歷持續的成長和進步。關於信仰學習的傳承，聖經中是這樣說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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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證⼈⾯前聽⾒我所教導的，也要交託給那忠⼼⽽⼜能教導別⼈的

⼈。」（提後⼆2）使徒保羅勸勉提摩太，不要只滿⾜於成為接受教導的學⽣，

還要將所學傳授給別⼈，栽培更多能忠⼼教導的老師。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信仰學習就能在教會群體中不斷延續。過去的35年裡，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在

信⼼堂這個場景，透過牧者、導師的教導，打下了良好、穩固的信仰基礎。時

⾄今⽇，我們很感恩地看到，不斷有新朋友進入到教會，⽽教會下⼀代的兒童

和⻘少年也逐漸長⼤，信仰學習仍然要在教會中代代相傳。但願我們不僅成為

學習者，也預備⾃⼰成為教導者，在彼此造就中⼀同成長。——盧啟智 

主耶穌花35年的時間，讓我們去體驗，教會不單是個敬拜上

帝、事奉上帝的地⽅；不單是個教導、勉勵⼈遵⾏真理

的地⽅。更重要的是，教會是我們的家，正如保羅在《提摩太前書》所⾔：

「這家就是永⽣上帝的教會，真理的柱⽯和根基。」（提前三15）就上帝⽽

⾔，教會是屬於祂；就主所頒佈的使命⽽⾔，教會的使命是承傳真理；然⽽，

就我們的信仰⽣活⽽⾔，教會是我們屬靈的家，若我們渴望過屬靈的⽣活，就

要努⼒維繫我們屬靈的家。事實上，要維繫⼀個家⼀點也不易。當新⽣命來到

時，⼆⼈世界的⽣活結束，從經濟計劃到家居擺設都要作出⼤幅度的改變；然

後發現⽗⺟年紀漸長，他們需要我們更多的注意和關⼼；到孩⼦們長⼤，他們

有⾃⼰的想法，我們要學習看開⼀點、給予多⼀點空間。或許，維繫⼀個家會

讓⾃⼰的擔⼦變重、感覺不⾃由。但只要家⼈彼此相愛，看⾒家⼈各有成長，

這個擔⼦就不是負慮，⽽是對我作為家⼈的肯定；當我們願意為這家付出，家

的溫度便能常存。但願我們屬靈的家，常流露基督耶穌的愛，透過彼此接納、

彼此成全，讓教會保持溫度，在往後⼀個⼜⼀個的35年，編織愛的故事，成為

靈裡合⼀的⾒證。——黎光偉 



 

2022年8⽉各經常聚會出席⼈數（平均數）： 

9⽉份肢體及聚會消息： 

• 9⽉8⽇（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祈禱會。 

• 9⽉17⽇（六）晚上8時為信⼼堂35周年堂慶感恩晚會。 

• 9⽉17-18⽇（六⾄⽇）為本堂堂慶崇拜。 

• 9⽉22⽇（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肢體交通會。 

預告10⽉份的聚會： 

• 10⽉8-9⽇（六⾄⽇）為2022年執事選票、會友⼤會信派發⽇。 

• 10⽉13⽇（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祈禱會。 

• 10⽉16⽇（⽇）早堂崇拜後為教會迎新會（下半年）。 

• 10⽉27⽇（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肢體交通會。 

• 10⽉28⽇（五）晚上8時為2022年會友⼤會。 

主⽇崇拜 200（136） 信諾少⻘團 10（7） ⽉禱會 12

兒童主⽇學 45（34） 信基少⻘團 **（**） 交通會 14

信恆成年團 12

1. 為疫情過後、社會各⽅⾯的恢復禱告。求主幫助受疫情影響的各⾏各
業，在這艱難時期能平安度過。 

2. 9⽉進入本堂的堂慶⽉，感謝上帝的恩典，帶領我們走過35年。在這段
旅程中，主不但透過教會，讓不同的⼈得以認識基督，更造就⼀代⼜⼀
代的信徒，讓我們⼀同成長。 

3. 教會踏入35年，為過去5年參與服侍的會眾感恩，在教會轉變的時刻，
⼤家各盡其職的守望教會，求主祝福每位事奉⼈員，能在侍主中經歷上
帝，也求主讓會眾看⾒教會福⾳的需要，興起更多⼈敢於服侍，⽢⼼委
⾝於教導、關懷、禱告、管理等事上，讓所信得以延續下去。



2022年7月堂費累積結存 377,552.74       
奉獻/其它 同工薪金 111,930.00      
當納十一 233,830.00 公積金及利息 6,582.70          
感恩 1,000.00 社保 900.00             
其他 24,350.00 堂址租金 74,942.80        
獻花 200.00 講員費 3,000.00          
無封 40,384.00 教會設備 1,250.00          
信基團 52.00 教會事工 1,716.00          
信諾團 50.00 關顧事工 527.00             
兒童主日學 361.60 兒童事工 271.20             
租金收入 18,540.00 雜費 2,087.50          
銀行轉帳奉獻(沒註明) 52,449.20 清潔費 9,555.00          

日常運作開支 3,902.25          
371,216.80 神學生1-8月實習費 14,000.00        

奉獻本地福音機構(共10個) 75,000.00        
招牌保險 300.00             

305,964.45      

代轉 代轉

黎郭鳳玲師母 400.00 黎郭鳳玲師母 400.00
盧啟智傳道 400.00 盧啟智傳道 400.00
余俊德傳道 400.00 余俊德傳道 400.00
董上羊宣教士 600.00 董上羊宣教士 600.00
AB 1,000.00 AB 1,000.00
A 300.00 A 300.00
B 400.00 B 400.00
C 400.00 C 400.00
D 400.00 D 400.00

4,300.00           4,300.00          

總收入 371,216.80       8月堂費累積結存 442,805.09

$753,069.54 $753,069.54
8月堂費收入: $371,216.80                          8月堂費支出: $305,964.45                     8月堂費結餘: $65,252.35

7月結存 8月收入 8月結存

差傳基金 475,862.10 75,120.00 550,982.10
神學基金 118,523.00 6,670.00 125,193.00
慈惠基金 30,714.80 200.00 30,914.80
退休教牧基金 53,540.80 10,000.00 63,540.80
購堂基金 9,819,979.97 134,030.00 9,954,00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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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收支表

收入 支出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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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封

【70】 6,000

六月封

【38】 2,300 【40】 7,000 【48】 15,000 【49】 15,000 【50】 2,500

【51】 3,000 【52】 12,300 【53】 9,000 【54】 2,100

八月封

【01】 40 【17】 700 【33】 5,000 【49】 8,000 【65】 300

【02】 3,200 【18】 6,000 【34】 1,500 【50】 600 【66】 100

【03】 1,500 【19】 【35】 3,000 【51】 【67】 1,300

【04】 1,000 【20】 5,500 【36】 2,000 【52】 100 【68】 3,000

【05】 2,400 【21】 200 【37】 100 【53】 【69】 20

【06】 4,520 【22】 7,000 【38】 300 【54】 1,100 【70】

【07】 4,030 【23】 3,000 【39】 1,500 【55】 300 【71】 20

【08】 300 【24】 1,000 【40】 4,000 【56】 2,500 【72】 50

【09】 5,000 【25】 500 【41】 200 【57】 【73】 2,300

【10】 2,500 【26】 3,000 【42】 3,000 【58】 5,000 【74】

【11】 6,500 【27】 700 【43】 6,800 【59】 【75】 500

【12】 200 【28】 200 【44】 600 【60】 【76】 4,000

【13】 200 【29】 10,000 【45】 1,000 【61】 【77】 200

【14】 500 【30】 1,000 【46】 13,000 【62】 2,000 【78】 4,000

【15】 10,800 【31】 5,000 【47】 6,000 【63】 5,000 【79】 4,000

【16】 5,600 【32】 9,300 【48】 56,840 【64】 1,400 【80】 500

轉帳

【2022.8.1】3,000 【2022.8.11】1,250 【2022.8.17】3,000 【2022.8.25】 2,000 【2022.8.30】 1,000

【2022.8.1】1,000 【2022.8.11】16,000 【2022.8.17】1,000 【2022.8.26】 3,200 【2022.8.31】 1,000

【2022.8.1】1,000 【2022.8.11】2,530 【2022.8.17】4,200 【2022.8.26】 400 【2022.8.31】 600

【2022.8.2】1,000 【2022.8.12】6,700 【2022.8.18】500 【2022.8.26】 400 【2022.8.31】 400

【2022.8.2】2,500 【2022.8.12】3,500 【2022.8.18】1,200 【2022.8.26】 400 【2022.8.31】 30,000

【2022.8.2】3,000 【2022.8.13】7,000 【2022.8.18】3,000 【2022.8.26】 400 【2022.8.31】 2,400

【2022.8.2】4,700 【2022.8.15】7,500 【2022.8.18】1,000 【2022.8.26】 400 【2022.8.31】 2,000

【2022.8.3】1,800 【2022.8.16】1,000 【2022.8.18】2,000 【2022.8.26】 400 【2022.8.31】 3,500

【2022.8.7】4,000 【2022.8.16】10,000 【2022.8.23】2,000 【2022.8.26】 500 【2022.8.31】 1,000

【2022.8.7】7,000 【2022.8.16】9,000 【2022.8.25】5,500 【2022.8.26】 3,749.2

【2022.8.10】28,000 【2022.8.16】1,000 【2022.8.25】1,000 【2022.8.27】 3,000

【2022.8.11】8,000 【2022.8.16】2,000 【2022.8.25】300 【2022.8.29】 1,500



差傳

no.1 no.26 no.51 no.76 no.101

no.2 1,500 no.27 no.52 no.77 100 no.102

no.3 600 no.28 no.53 no.78 no.103

no.4 100 no.29 no.54 no.79 no.104 1,800

no.5 300 no.30 2,530 no.55 4,000 no.80 no.105
no.6 no.31 4,270 no.56 1,200 no.81 no.106
no.7 200 no.32 1,600 no.57 3,100 no.82 no.107
no.8 no.33 no.58 no.83 500 no.108 600
no.9 no.34 1,500 no.59 no.84 no.109 600
no.10 500 no.35 no.60 no.85 no.110
no.11 no.36 no.61 2,000 no.86 no.111
no.12 4,000 no.37 200 no.62 20 no.87 no.112 500
no.13 400 no.38 100 no.63 500 no.88 no.113 200
no.14 no.39 1,000 no.64 no.89 no.114 500
no.15 3,000 no.40 500 no.65 10,000 no.90 no.115
no.16 no.41 6,000 no.66 1,000 no.91 no.116
no.17 no.42 no.67 no.92 1,000 no.117
no.18 no.43 no.68 1,500 no.93 no.118
no.19 1,000 no.44 no.69 no.94 500 no.119
no.20 no.45 500 no.70 no.95 no.120
no.21 no.46 no.71 no.96 500 no.121
no.22 600 no.47 no.72 600 no.97 no.122
no.23 5,500 no.48 1,500 no.73 no.98 no.123 2,400
no.24 no.49 no.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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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no.128 1,250
無標註 800 無標註 100 無標註 100 無標註 200 無標註 200
無標註 無標註 無標註 無標註 無標註

購堂
no.1 no.30 no.59 no.88 no.117
no.2 4,000 no.31 4,270 no.60 no.89 no.118

no.3 no.32 500 no.61 1,000 no.90 no.119
no.4 600 no.33 no.62 40 no.91 no.120
no.5 1,000 no.34 3,000 no.63 500 no.92 no.121

no.6 no.35 no.64 no.93 no.122
no.7 no.36 no.65 no.94 no.123 2,000
no.8 no.37 400 no.66 no.95 no.124 200
no.9 no.38 no.67 no.96 800 no.125
no.10 1,700 no.39 1,000 no.68 500 no.97 no.126
no.11 no.40 no.69 no.98 no.127
no.12 2,000 no.41 no.70 no.99 no.128
no.13 no.42 no.71 no.100 no.129 30,000
no.14 6,000 no.43 no.72 400 no.101 no.130 3,000
no.15 no.44 no.73 no.102 no.131
no.16 no.45 500 no.74 no.103 no.132
no.17 no.46 no.75 500 no.104 7,500 no.133
no.18 no.47 no.76 no.105 no.134 600
no.19 2,000 no.48 1,500 no.77 100 no.106 no.135
no.20 no.49 no.78 no.107 no.136
no.21 no.50 no.79 no.108 400 no.137
no.22 no.51 no.80 no.109 1,500 no.138
no.23 no.52 no.81 no.110 no.139
no.24 no.53 no.82 no.111 no.140
no.25 no.54 no.83 1000 no.112 500 no.141
no.26 no.55 20,000 no.84 no.113 no.142
no.27 no.56 200 no.85 no.114 no.143 1,000
no.28 no.57 3,200 no.86 no.115 no.144 1,000
no.29 no.58 no.87 no.116 no.145 1,500
無標註 1,800 無標註 8,000 無標註 3,000 無標註 200 無標註 120
無標註 3,000 無標註 100 無標註 6,000 無標註 5,000 無標註 100
無標註 800

＊請在奉獻封或轉帳附言上註明：差傳基金／編號。

＊請在奉獻封或轉帳附言上註明：購堂基金／編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