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堂家的弟兄姊妹，平安。 

 記得⼩學五年級那年，當時教會少年團推動靈修計劃，⿎勵我們透過靈修

書「每⽇天訊」，培養讀經祈禱的習慣，還記得蔡師⺟晚上會到我家樓下，不

辭勞苦的收我們的靈修作業，改正我們的答案，結果，那年我只完成了⼀、兩

課。然⽽，牧師們沒有因此放棄，繼續⿎勵我們建立讀經的習慣，經過⼤半

年，我從偶爾才翻開聖經、逐步建立起每天讀經祈禱的習慣，即使遇上考試測

驗、參加畢業營，因著上帝恩典，透過同為學⽣的導師們陪伴我們⼀起持守靈

修的⽣活，最終使我堅持下來。到了⼩六年畢業那年暑假，第⼀次讀完整卷

《出埃及記》，⾃此以後，讀經祈禱成為我⽣活的⼀部份；除了教會的牧養

外，讀經和禱告成為我主要的靈糧，提供最好的屬靈養份，使我在信仰上打穩

根基、承擔使命，迎接⼈⽣各種的挑戰。 

 弟兄姊妹，要養成讀經的習慣並非⼀天半天的事，但感謝上帝，我們信⼼

之路並不弧獨，上帝設立教會，就是要信主的⼈彼此守望、並肩同⾏，盼望教

會今年的讀經計劃，能夠⿎勵我們，重燃對上帝話語的渴求、發掘讀經的樂

趣。——黎光偉 

2022年2月



 

2022年1⽉各經常聚會出席⼈數（平均數）： 

2⽉份肢體及聚會消息： 

• 2⽉10⽇（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祈禱會。 

• 2⽉15⽇（⼆）會友林智明⺟親李紅玲女⼠離世，求主安慰家⼈。 

• 2⽉24⽇（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肢體交通會。 

預告3⽉份的聚會： 

• 3⽉5、6⽇（六、⽇）「佈道訓練」開課。 

• 3⽉10⽇（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祈禱會。 

• 3⽉20⽇（四）為教會迎新會，由關顧部負責主領。 

• 3⽉24⽇（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肢體交通會。 

主⽇崇拜 229（157） 信諾少⻘團 14（8） ⽉禱會 8

兒童主⽇學 46（33） 信基少⻘團 18（13） 交通會 7

信恆成年團 9

1. 感謝上帝，賜下恩⾔，透過學習《聖經》，讓我們認識上帝、知道救
恩。求主賜我們有⼀顆渴慕上帝話語的⼼，按照教會全年讀完《聖經》
計劃，本⽉將完成⾸四卷《聖經》，願上帝啟迪我們，讓我們享受讀經
的樂趣。 

2. 求主在反覆的天氣下，保守各⼈的健康，特別長幼們出入的平安；繼續
為鄰近地區嚴竣的疫情祈禱，求主記念染疫的⼈得到妥善的照顧，並為
前線的醫護⼈員禱告，在⼈⼿緊張、龐⼤的需求下，知道如何應對疫情
的挑戰，能得到及時的⽀援。 



2021年12月堂費累積結存 1,506,035.67   

奉獻/其它 同工薪金 88,270.00      

當納十一 193,764.00 公積金及利息 5,264.20        

感恩 3,600.00 堂址租金 74,942.80      

其他 13,340.00 社會保障基金 720.00           

獻花 100.00 講員費 3,000.00        

無封 12,040.00 清潔費 3,400.00        

銀行轉帳奉獻(沒註明) 102,670.00 教會設備 290.00           

信諾團 5,000.00 兒童部事工 588.00           

兒童主日學 886.10 青少年事工 729.70           

租金收入 18,540.00 聖樂部事工 70.20             

349,940.10      恆常運作開支 6,814.00        

購買聖餐套裝 2,460.00        

保險費 10,858.20      

同工醫療 200.00           

雜費 599.50           

198,206.60    

代轉 代轉

黎光偉牧師 10,000.00      黎光偉牧師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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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啓智傳道 6,400.00        盧啓智傳道 6,400.00        

A 4,000.00        A 4,000.00        

B 400.00           B 400.00           

AB 700.00           AB 700.00           

C 400.00           C 400.00           

D 400.00           D 400.00           

22,700.00        22,700.00      

總收入 349,940.10      1月堂費累積結存 1,657,769.17

$1,878,675.77 $1,878,675.77

1月堂費收入: $349,940.10                      1月堂費支出: $198,206.60                      1月堂費結餘:$151,733.50

12月結存 1月收入 1月結存

差傳基金 400,954.10 56,500.00 457,454.10

神學基金 95,293.00 4,000.00 99,293.00

慈惠基金 27,414.80 500.00 27,914.80

退休教牧基金 105,250.80 8,000.00 本堂退休教牧 100,000.00    13,250.80

購堂基金 6,943,898.97 139,941.00 7,083,83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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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收支表

收入 支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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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封

【02】 41

【01】 500 【02】 100 【03】 200 【04】 300 【05】 5,000

【06】 800 【07】 1,400 【08】 3,500 【09】 2,000 【10】 200

【11】 1,000 【12】 500 【13】 【14】 700 【15】 500

【16】 4,000 【17】 100 【18】 8,000 【19】 1,300 【20】 2,000

【21】 7,000 【22】 200 【23】 200 【24】 3,000 【25】 3,000

【26】 14,000 【27】 1,000 【28】 4,000 【29】 1,000 【30】 100

【31】 2,000 【32】 4,500 【33】 5,000 【34】 100 【35】 1,500

【36】 【37】 3,000 【38】 【39】 500 【40】 2,000

【41】 【42】 2,000 【43】 6,500 【44】 100 【45】 200

【46】 2,000 【47】 120 【48】 500 【49】 10,000 【50】 400

【51】 5,000 【52】 2,500 【53】 200 【54】 3,000 【55】 10,000

【56】 3,000 【57】 6,000 【58】 2,000 【59】 【60】 100

【61】 500 【62】 2,000 【63】 10,000 【64】 20 【65】 1,400

【66】 2,000 【67】 3,000 【68】 【69】 【70】 100

【71】 2,500 【72】 700 【73】 3,000 【74】 500 【75】 5,300

【76】 1,000 【77】 1,200 【78】 【79】 【80】 100

【81】 15,720 【82】 13,000 【83】 5,000 【84】 200 【85】

【86】 500 【87】 200 【88】 6,000 【89】 2,500 【90】 500

【91】 2,000 【92】 【93】 【94】 8,100 【95】 1,000

【96】 3,000 【97】 2,000

轉帳

【2022.1.1】 10,000 【2022.1.9】 4,000 【2022.1.17】 3,050 【2022.1.22】 3,200 【2022.1.26】 400

【2022.1.1】 9,400 【2022.1.11】 2,500 【2022.1.17】 1,000 【2022.1.22】 400 【2022.1.26】 500

【2022.1.2】 10,000 【2022.1.12】 3,500 【2022.1.17】 10,000 【2022.1.22】 400 【2022.1.26】 2,060

【2022.1.2】 1,000 【2022.1.13】 10,000 【2022.1.17】 1,000 【2022.1.22】 400 【2022.1.27】 3,000

【2022.1.3】 44,000 【2022.1.13】 44,000 【2022.1.17】 2,000 【2022.1.22】 400 【2022.1.28】 1,200

【2022.1.3】 1,800 【2022.1.15】 1,000 【2022.1.17】 2,000 【2022.1.22】 10,000 【2022.1.29】 3,500

【2022.1.4】 3,000 【2022.1.15】 10,000 【2022.1.17】 3,394 【2022.1.23】 5,500 【2022.1.29】 10,000

【2022.1.4】 2,500 【2022.1.16】 10 【2022.1.17】 2,000 【2022.1.23】 300 【2022.1.30】 4,700

【2022.1.5】 10,000 【2022.1.16】 1,200
 

【2022.1.18】
300 【2022.1.23】 1,000 【2022.1.31】 1,000

【2022.1.5】 10,000 【2022.1.16】 600
 

【2022.1.18】
2,000 【2022.1.24】 400 【2022.1.31】 1,000

【2022.1.8】 2,000 【2022.1.16】 10,000 【2022.1.19】 7,000 【2022.1.26】 1,000

【2022.1.9】 10,000 【2022.1.16】 8,000 【2022.1.21】 1,000 【2022.1.26】 600



差傳
no.1 no.2 500 no.3 200 no.4 200 no.5 300

no.6 no.7 200 no.8 2,000 no.9 no.10 1,000

no.11 no.12 2,000 no.13 400 no.14 no.15

no.16 no.17 1,000 no.18 no.19 1,000 no.20

no.21 no.22 200 no.23 1,200 no.24 no.25

no.26 no.27 no.28 no.29 no.30 2,500

no.31 no.32 200 no.33 800 no.34 500 no.35

no.36 no.37 100 no.38 100 no.39 no.40 500

no.41 3,000 no.42 no.43 no.44 no.45

no.46 no.47 no.48 2,500 no.49 no.50

no.51 no.52 no.53 500 no.54 no.55 8,000

no.56 500 no.57 3,100 no.58 no.59 no.60

no.61 1,000 no.62 no.63 600 no.64 no.65

no.66 500 no.67 600 no.68 500 no.69 no.70

no.71 no.72 600 no.73 no.74 no.75 2,000

no.76 10,000 no.77 100 no.78 no.79 no.80

no.81 500 no.82 no.83 500 no.84 no.85

no.86 no.87 no.88 no.89 no.90

no.91 no.92 1,000 no.93 no.94 600 no.95

no.96 no.97 no.98 100 no.99 no.100

no.101 no.102 no.103 no.104 no.105

no.106 no.107 3,000 no.108 no.109 no.110

no.111 200 no.112 500 no.113 no.114 no.115

no.116 500 no.117 no.118 no.119 no.120

no.121 no.122 no.123 no.124 300 no.125 100

no.126 無標註 300 無標註 100 無標註 100 無標註 300

購堂
no.1 no.2 1,000 no.3 no.4 600 no.5 1,000

no.6 no.7 no.8 no.9 no.10 1,000

no.11 no.12 1,000 no.13 no.14 5,000 no.15 10,000

no.16 no.17 1,000 no.18 no.19 2,000 no.20

no.21 no.22 no.23 no.24 no.25

no.26 no.27 no.28 no.29 10,000 no.30

no.31 no.32 500 no.33 800 no.34 1,000 no.35

no.36 no.37 no.38 100 no.39 no.40

no.41 no.42 no.43 no.44 no.45

no.46 no.47 no.48 2,000 no.49 no.50

no.51 no.52 no.53 no.54 no.55 40,000

no.56 100 no.57 3,200 no.58 no.59 no.60

no.61 500 no.62 no.63 no.64 no.65

no.66 no.67 800 no.68 300 no.69 no.70

no.71 no.72 400 no.73 no.74 no.75 1,000

no.76 no.77 200 no.78 no.79 no.80

no.81 1,500 no.82 no.83 1,000 no.84 no.85

no.86 no.87 no.88 10,000 no.89 no.90

no.91 no.92 no.93 no.94 no.95

no.96 1,300 no.97 no.98 8,000 no.99 no.100

no.101 no.102 no.103 no.104 3,100 no.105

no.106 no.107 no.108 no.109 no.110 300

no.111 200 no.112 500 no.113 no.114 500 no.115 10,000

no.116 no.117 no.118 no.119 no.120

no.121 no.122 no.123 no.124 200 no.125

no.126 no.127 100 no.128 1,200 no.129 10,000 no.130

no.131 no.132 no.133 41 no.134 no.135

no.136 no.137 no.138 no.139 200 no.140

no.141 100 no.142 no.143 1,000

無標註 200 無標註 200 無標註 3,000 無標註 1,800 無標註 100

無標註 500 無標註 1,000 無標註 400 無標註 無標註



 
我是2003年暑假決志信主的。 

信主之前，我是⼀個對⾃⼰，對朋友都很挑剔的⼈，凡事

都要求⾃⼰做到最好。因為這樣，令⾝邊的朋友有種無形

的壓⼒，⽽且，我還會因為⼩事發脾氣，時常令她們覺得

我是⼀個很難相處的⼈。 

在2003年的暑假，因為⼀個誤會，我的兩位好朋友和我絕

交了。我感到⼗分傷⼼，因為她們說我⾮常令⼈討厭，實

在沒有辨法忍受和我做朋友了。除了她們，我沒有其他知

⼼朋友，沒有⼈可以和我分擔⼼中的憂傷。當我把這件事

告訴⽗母，他們居然說：這是我⾃找的。因為，連他們也覺得我是個討厭的⼩

孩。無錯，那時候我常常頂撞⽗母，不懂得尊重他們，常常惹他們⽣氣，他們

常說後悔把我⽣下來。正因為這樣，我覺得這世上已沒有⼈愛我，連我⾃⼰也

覺得⾃⼰很討厭，我認為沒有⼈會再我和做朋友，這樣的性格，有誰會愛？ 

然⽽，上帝卻沒有放棄我，使我在偶然的機會中接觸到基督教。 

從⼩就讀＂紅底＂學校的我，認為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樣，沒有甚麼特別，和

我沒有任何關係，我不認識基督教信仰，也從來沒有聽過福⾳。但就在2003年

的暑假，我搬家了，恰好樓下有⼀間建華宣道堂。我抱著好奇的⼼態在⾨外偷

看⼀下，就被邀請參加了那裡舉辦的暑期興趣班。在興趣班上，不知為何有⼀

位和我同齡，叫做絲絲的姊妹對我特別好。她視我為好朋友，在她⾝上，我感

受到重視。曾經以為這世上已沒有任何⼈喜愛的我，發現居然有⼈願意和我做

朋友，我感到很訝異。她邀請我到她的⽣⽇佈道會。就在佈道會上，有⼈向我

傳⾳。這是第⼀次有⼈告訴我：原來這世界有⼀位創造主，祂愛我們，甚⾄願

意賜下祂的獨⽣愛⼦給我們，⽬的是贖我們的罪，修補我們和祂的關係。這份

愛讓我很感動，我也發覺⽣命中有神的⼈是與別不同的。因此，我決定信主。 

信主之後，我⽣命有慢慢的轉變。在對待朋友時，我不再那麼挑剔。我也慢慢

學習愛⾃⼰，寬恕⾃⼰。在對待家⼈時，我嘗試不惹他們⽣氣。我漸漸的轉

變，連⽗親也發覺我不同了，變乖了。這⼀切的轉變，都因為我信了耶穌！

（鄭碧琪姊妹於⼆零⼆⼀年⼗⽉⼆⼗四⽇轉會成為本堂會友）

鄭碧琪姊妹得救⾒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