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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年報

執事會主席：馬惠就(二零一八年度)

回顧過去一年，讓我們懷著無限感恩和讚美的心，一同獻上我們的工作和數算神的恩典。
教會2017年以「跟隨基督･建立門徒」為主題，專心建立跟隨主的門徒。而2018年的分題為[生
命宣教士]。感謝神的恩典和保守，牧師、傳道、各同工以及弟兄姊妹，在過去的年度內均能
同心協力，使教會在神的帥領下繼續發展，踐行大使命，其中包括：
1. 設立宗教教育主任/校牧專責推行學校福音工作，管理四間幼稚園及一間小學。
2. 支持四間基址：富亨、國際、天澤、澳門。
3. 擴堂方面從「靈」出發，幫助弟兄姊妹看見山塘遠象，抓緊福音機遇，並預備生命和其
他資源以配合建堂需要。
4. 發展差傳事工及推動宣教異象與實踐。
5. 開設不同的主日學、信徒裝備課程及訓練班培育信徒。
6. 按需要合併或開辦新團契及詩班。
7. 推動每日靈修，提供《靈命日糧》及其他靈修材料，並於週二至週日舉行教會祈禱會並
鼓勵弟兄姊妹按合適時間參加。
8. 支持埔浸社會服務處及其在富亨邨開設的「欣悅家長綜合服務中心」，接觸及服侍社區
居民，實踐愛鄰舍的教導。
9. 推行三福訓練並開辦三福故事編織法；舉辦不同的佈道活動的同時，亦推動福音預工工
作，加強教會與社服的合作。
10. 開展欣悅坊外展事工，以不同興趣班及課程接觸大埔區區內居民。
11. 營運「欣悅天地」書室，出售基督教書籍及精品以服務及接觸社區居民。
12. 康體事工透過足球、羽毛球等活動作福音預工，並連續多年於浸聯會陸運會獲全場總冠
軍，發揮合作和參與精神。
13. 支持及參與本地福音機構服務。
14. 協助推動大埔區院牧事工。
15. 2018年度內共有91位弟兄姊妹受浸加入教會，另轉入本會共7位。
16. 設立6堂成人崇拜、1堂少年崇拜、3級兒童崇拜及3級幼童崇拜。
神學教育：
教會一向支持神學教育，在二零一八年度分別有：
1.奉獻支持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經常事工。
2.設立神學主日。
3.資助本會13位會友於香港及英美神學院全時間修讀傳道裝備課程。
文化交流及關愛世界：
1.支持不同團隊在世界各地作文化交流和慈善活動。
2.組織探訪隊前往不同地區服侍當地居民。
3.關心和參與不同地區的兒童及青少年助學計劃。
4.定期出版刊物及通訊。
5.奉獻及支持有相同理想的志願機構
6.展開本地跨文化事工，關愛在港的南亞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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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議會成員：
感謝神，賜給我們一群願意事奉祂的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地為教會工作，二零一八年（一至
十二月）教會議會成員如下：
主 席：馬惠就
嬰幼部：羅安妍
幼童部：梁浚雄
副主席：姚惠嫻
兒童部：黃孝蕙
少年部：杜凱穎
書 記：張君灝（執行總幹事)
成青部：何進德
婦女部：曾秋蓮
堂主任：李淑儀
長者部：屈慧冰(7 月辭任)
牧 師：李文忠 方敬亮 鄭鈞業 周偉強
康體部：高偉德
佈道部：林麗嫻
陳天生(5/31 離職)
栽培部：楊順成
關顧部：歐陽小穎
傳 道：黃展慧 鍾 瑛 羅桂香 陳婉明 張偉奇
圖書部：林小丹
文字部：黎慶華
蘇鳳珊 羅天霖 楊樂怡 曾惠鴻 黃詠芝
崇拜事務部：何兆邦
兒少聖樂部：李詠茵
陳思聰 杜韻婷 黃少冰 曾嘉豪(8/1 入職)
成年聖樂部：盧婉霞
靈修部：吳亞勿
陳妙濃(8/31 離職)
資訊部：吳雁勇
財務部：馮潤梅
總務部：蔡家聰
核數部：黃澤文
執 事：馬惠就 曾家石 譚日旭 劉竟成
梁玉焜 林佩玲 林兆傑 黃潔勤
陳芷茵 姚惠嫻 陳傑文
基址執事:曾家求 羅永祥 李炳權 王炳塘 林淑怡
＊基址教牧及執事，可豁免出席母會議會。

受薪同工：
2019年9月1日的全職/半職同工，分別在教會、基址和教會附屬及直屬機構事奉。
大埔浸信會
主任牧師 ：李淑儀
牧師
：李文忠 方敬亮 鄭鈞業 周偉強
傳道
: 黃展慧 鍾瑛 羅桂香 陳婉明 張偉奇
蘇鳳珊 羅天霖 楊樂怡曾惠鴻 黃詠芝
陳思聰 杜韻婷 黃少冰 曾嘉豪
林諾欣(半職) 尹志軒(半職)
執行總幹事：張君灝
高級幹事 ：盧健樑
幹事
：陳慧玲 張家麗 陳翠華 張艷萍 文德華
韓智蓮
助理幹事 ：陳楚玉 蘇志良 陳結兒 古惠生
王慈慧 龐漢忠 黃芷芙 唐明慧
堂務員
：紀麗珠 張容妹 葉德全
富亨浸信會
基址主任 ︰馬煜東
傳道
︰陳潔貞 朱鳳仙
幹事
︰曾宇虹
大埔浸信會天澤福音堂
基址主任 ：鍾業景
傳道
：郭麗賢 邱豫之
幹 事
：袁婉玲
大埔國際浸信會
基址主任 ：鄧志康
傳道
：沈麗芬
幹事
：柳綺霞
大埔浸信會澳門堂
基址主任 ：陳偉明
牧養幹事 ：張寶玲
福音幹事 ：林宇軒
教育事工：

大埔浸信會欣悅天地
高級店務員：呂偉雯
店務員
：梁慧敏
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處
(中央行政)
總經理：鄭繼池
行政會計主任：梁麗芬
(社會工作部)
協調主任：吳健文
助理協調主任：周惠雯 歐陽新群(半) 羅頌玲(半)
總籌社工：郭潤齊 劉展華 吳旻思
社工：陳以昕 黎運雄 彭惠敏 樊浩軒 陳錦國
李瑩瑩 陳嘉蔚 何紫婷 梁國滔 陳采欣
何雯麗 陳舒婷 馮可翹 張瑞群 金天天
林芷妍 黃俊邦 楊玉貞 莫秋心 陳佩雯
李靜庭 封麗潔 周美美 周祉丞 陳樂兒
何俊杰 楊宛苹 楊家玲(0.8)
行政活動幹事：凌思瑜
活動工作員：韓靜 何浚傑 林家希(兼活動統籌主任)
(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中心)
中心主任：鄭繼池(兼任) 活動統籌主任：陳潔貞
福利幹事：黃訢琦
活動助理：雷詠恩(0.4 職) 吳翠儀
(欣悅家長綜合服務中心暨兒童學習及發展中心)
中心主任：楊慕瑛
活動統籌主任：林家希
中心輔導員：陳嘉靈 蔡涴鈞
社區關係幹事：莫志澄
教育心理學家：楊潔瑜(自僱)
義務言語治療師：李詠嘉
職特殊兒工作員: 楊家玲(0.2 職)
言語治療師: 王祖儀
職業治療師: 李子軒(0.1 職)
兼職事務員：吳藝藝
大埔浸信會幼稚園天澤邨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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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浸信會幼稚園
校長：黎淑儀
主任：洪嘉雯
基督教教育主任：吳亞勿
教師：鄭頌霞 鄧玉娥 謝麗貞
馮穎嵐 伍寶怡 陳家文
林昭妤 蔡沅玲 李庭恩
劉彥均 曾樂兒 陳倩怡
劉秀文 洪雅欽
會計：張燕齡
校務員：杜曉怡
事務員：嚴杏英 吳惠敏

杜美玲
黃暋珧
黃敏之
吳嘉穎

曾意倫
馮康怡
梅雅雯
洪詠儀

富亨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校長：沈雲鳳
校務主任: 鄧宇軒
基督教教育主任：譚德霞
副主任：陳淑蕙
課程老師 :: 馮思敏
教師：姚穎姿 李潔儀 何諾瑤 湯苑宜 黃嘉瑩
鍾憐寬 陳婉殷 黃 鷹 關詠詩 林秀琪
蔡籽臨 卓海怡 劉琼媛 勞穎思
王女(支援老師)
校務處：吳詠嫦 王淑娟 蔡麗嫦
事務員：吳雪花 魏花雲 陳綺玲(兼) 蘇麗娟(兼)

大埔浸信會幼稚園運頭塘分校
校長 ：葉鳳群
副校長：陳麗娟
主任 ：林凱恩
基督教教育主任：張亞琴
教師：陳寶寶 李慧詩 黃淑儀 黃潤姬 鄧頴雯
徐婉玲 趙敏琳 甄慧霞 陳艷紅 郭瑞兒
章綺蕾 陳詩敏 謝瑋祺 何淑珊(行政助理)
余思蔚(半職) 余麗梅((半職)
Yasmin Babi(半職)
校務處：鄭玉芬 森秀玉 黃宋雲((半職)
事務員：禢月葵 周宇 黃群崧(半職)
鐘點事務員：劉婉傍 林慧婷 鄺碧麗 蘇麗芳

校長：彭英
教師：周嘉虹 陳嘉敏 盧偉燕 鄭美儀 黃韵詩
曾文佩 謝金鈴 何曉晴 凃佩婷 周 冰
蔡偉芳
校務員：張碧琴 劉寶玉
事務員：黎瑞琼 謝 清
黃于紅(半職) 盧芝蘭(半職)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校長：蔡碧蕊
副校長：吳滿堂
教師：劉巧明 譚美寶 陳淑儀 黃家碧 何家權
陳惠玲 何惠玲 陳銨圻 陳麗華 鄭思玲
王敏華 丘麗敏 陳婉薇 傅佩君 李茜兒
葉文妍 白春玲 葉慧姍 李綺雯 馮彥童
顧蔚燃 馮雅倩 黃芷晴 黎卓頎 李書睿
何珊儀 黃兆瑩 莊嘉敏 歐靜汶 冼家瑩
林頌賢 梁小詩 周麗霞 侯穎霖 姚雪婷
江凱燕 吳玉丹 呂港基 黃嘉碧 蘇嘉俊
李嘉瑜 區芷慧 陳潔靈 郭南芬 詹智華
羅寶娟 麥穎康 黃兆儷 王玉梅 唐惠珍
張湞琪 李穎芝 張志碧 Chris Gandhi
校牧 : 曾嘉豪
教學助理：劉泳炘 黃志諺 尹 然 梁 璇
蔡嘉衡 黃雪欣 盧永賢 黎明志
會計：張綺文
校務處：林嘉美 鍾凱欣 周詠欣 胡善婷
楊安琪 陳倩瑩 謝頴嘉
電腦技術員：何家俊 葛嘉麗 陳永祥
社工：陳以昕 黎運雄 彭惠敏
工友：游瑞照 李麗玲 陳美娟 林娟 彭玉梅
林少云 李麗嬋 陳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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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會：大埔浸信會

李淑儀主任牧師

2019 年是埔浸立會 59 周年！感謝神讓埔浸與大埔一起成長，作社區的明亮。靠著神的恩典，
教會透過各項事工，並四間基址(富亨、國際、天澤、澳門)、三個中心(信裝、差傳、社服)、
一間商舖(欣悅)、四間幼稚園和一間小學，循不同層面服侍鄰舍，用不同管道見証主恩。
埔浸快將踏進 60 年，經歷了無盡的恩典，但累積了的傳統會使組織漸漸進入平穩停滯狀態。
加上 2019 社會運動的衝擊而帶來的關係撕裂、堂會老齡化、信二代出走和退休潮挑戰，教會
正謙卑尋求上主帶領，思考在挑戰中該如何牧養更新，在變動中該如何抓緊機遇，靠恩繼續前
航，努力為主得人。
為了回應時代的挑戰，埔浸於 2018 年以「生命宣教士」為主題(林後 5:17-20)，為弟兄姊妹提
供作耶穌門徒的指引。這主題是「以人為本」的牧養模式，期盼幫助每位新造的人，天天帶著
使命，進入人群，在生活與工作之處活出基督，藉新生見証福音大能(徒 1:8)。
為了深化此主題，2019 年埔浸提倡以家庭為踐行信仰的場景，推動「生命宣教士在家庭」。教
會是要藉著神的道使門徒在家庭中實踐主的吩咐：
「你們是世上的光…照亮一家的人」
(太 5:1415)。活出光的本質，照亮身處的家庭，關切家人的得救(徒 16:31)，是基督給門徒的使命。為
了幫助弟兄姊妹活出以神為本的家庭價值，教會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動。例如：
1) 定下全年 9 個主日講道圍繞「生命宣教士在家庭」這主題，其中更在 3 月邀請「家庭
發展基金」總幹事何羅乃萱師母蒞臨主日崇拜證道；
2) 創作「宣教在家庭」歌曲，並製作成 MV，讓「生命宣教士在家庭」更深入肢體心靈；
3) 各牧區皆有回應主題之活動，其中包括：
a) 長者區舉辦全年課程「十個不變屬靈生命的操練」，教導長者在屬靈及品格上長
進，在家庭裡作宣教士；
b) 成青區舉辦親親家人大旅行及不同講座/工作坊，環繞家庭祟拜、向家人傳福音、
與信二代相處等課題，鼓勵肢體在家庭內扮演生命宣教士這角色；
c) 少年區舉辦與家庭有關的週會，並組織定期家庭探訪和家長交流會，讓家長及同
工加深了解，促進更有效的個別關顧；
d) 兒幼區舉辦新春親子敬拜讚美會及親子旅行，讓肢體能以家庭作單位見證主的榮
美；更將各活動包括兒童營﹑兒童詩班音樂會及升班禮的主題圍繞著「生命宣教士
在家庭」，強化小孩子將福音帶到家裡的觀念。
家庭既是親人一起生活的場景，教會就要幫助門徒在群體中學習與踐行共同生活的真理，尤其
是主耶穌所宣告的登山寶訓：寬恕和好、忠貞守諾、真誠無偽、以善勝惡、多走一里等等，這
些教導都是一起生活時必須擁有的態度和技能。期盼藉這些教導，弟兄姊妹在家庭中能活出不
一樣的生命。
往昔，埔浸從不因缺乏而放棄，堅持為主建立門徒。今天，我們也要排除萬難，按真理繼續建
立神家。願埔浸家的每一員均立志跟隨基督，依靠聖靈成為「生命宣教士」，一起按著上帝的
聖言行事為人，在生活上作信徒的榜樣，在言行上作社會的明燈，使上帝得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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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址：富亨浸信會

馬煜東牧師

今天是教會年會，讓我們以感恩的心去回顧及展望。「回應主愛．全然歸祢」是富亨浸信會一
九年的教會主題，在這一年內教會每主日都會以《全然歸祢》一歌作祝福前的讚美詩，透過此
歌的歌詞道出了神對我們的心意，鼓勵弟兄姊妹要破碎自我，完全將生命交託於神，被主使用。
過去一年裡，主日崇拜、主日學及團契的人數與去年相約，當中也有新來賓，亦有受浸的新葡。
過去數年也鼓勵弟兄姊妹參與港九培靈研經會，今年見到弟兄姊妹主動積極的參與，可見弟兄
姊妹都願意付上努力，追求成長。讚美操的事工，亦漸見成效，有街坊因此信主。詩班成立已
近兩年，並且能夠做到每月獻詩，實在是神的恩典，盼望神繼續帶領教會的發展。
透過與欣悅家長綜合服務中心、幼稚園及愛群長者中心的合作，讓我們有機會接觸不同的人群。
與欣悅的合作中，我們嘗試透過活動接觸功課輔導班的小朋友，並與中心合作舉辦班組，期望
可以接觸街坊。
幼稚園的福音工作一如以往，除了佈道會外，還有家長團契。自去年九月開始，家長團契改為
每月第二個星期六上午，除團契週會外，亦開始初信栽培班，並且繼續邀請畢業生家長參與感
恩團的聚會。此外，透過每月一次的教師團契，讓我們有機會將福音傳給幼稚園老師及同事。
在暑假期間，少年部亦舉行了少年退修營，共五位少年人參與，一同反思信仰。
在過去一年裡，弟兄姊妹繼續努力的奉獻，不過因著社會狀況不穩以及經濟不太理想，教會的
奉獻與去年相若，不足夠負擔教會的開支，但我們深信上帝的供應，未來我們仍然繼續努力尋
找福音對象，盼望上帝將得救的人數加給我們，並且祈求天父讓教會的弟兄姊妹能夠同心合一
地服侍，使教會在富亨邨中有美好的見證。
事工還有很多沒有列出，但我們卻要數算上帝無限的恩典，在過去日子的供應和保守，特別在
資源、地方等都受限制的時候，上帝卻使教會仍然不斷的發展，有新的弟兄姊妹加入受浸，未
來將繼續專注福音事工、栽培工作，建立一個健康基督徒的群體。

基址: 大埔國際浸信會

鄧志康傳道 Chris Tang

In General, for the past year the church went through some changes including Incharge pastor, emigration of Deacon and CMC minister, retirement of church
administrators etc. Thanks to God, the church moves forward with unity and harmony
with all the ministries we all commit in.
In Preaching, main line is going through the gospel of Mark in the calling as
disciples responds to the identity of Jesus. Special themes like Worship, Church,
Eschatology, Prayers Series, Salvation, OT books, Christian Wisdom series were also
preached.
The cooperation of pastor-in-charge and Deacons works fine with good communication,
teamwork, and mutual support. In the Church Management Committee (CMC) , through
the monthly CMC meetings and individual and cross-ministry work, we execute team
work, good relationship, supporting each other ministry . In Fellowship, through
the Bilingual, Couple and Esther sisters (Domestic helpers) fellowship group, we
are building and sustaining fellowship in Christ. Our refreshment time after the
service also enhances this. We had also Christmas & Chinese celebrations, farewell
parties, Church Outing & activities. We are still keeping the 8 Sunda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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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es in nurtur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ian Education, heading towards
the ideal of ‘either participating or teaching in Sunday School. In the Mission
Ministry, the biggest project is the planning of short term mission by organization
committee just set up in July.
One of the first priority last year is in the Spirituality & Devotion aspect. We
introduced to the congregation the Devotional Daily Bible study series, to help
and encourage congregations to engage daily devotion with sound biblical teachings.
Our Church Retreat in May also reflected this, with the theme “Personality and
Devotion”, a full-day church retreat at Sai Kung Training Camp with speaker from
LTS to introduce to members about personality and suggest corresponding approach
in Spiritual disciplines, together with afternoon outdoor activities. For youth
ministry with adjustment in format to suit the need of the youth. The Young Adult
group finished a Christian Study series to educate the correct biblical concept of
sexuality, moving on to bible study with 1 Peter. Worship Ministry – we have
alignment in audio and video control in Sunday worship, various and unexpected
problem resolved and minimized by creation of working practice and manual. Finance,
R&D Report – an automatization of data input to help the church administrator to
prepare the R&D report more efficiently. We also proceed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the bank account by changing the bank. New Comer Ministry – new initiatives
and procedures was introduced to work out the ministry in a better way to retain
new comers. Others: The congregation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organization Pastor
Dr.Moye Memorial servi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emorial book.
Look into Future:
Evangelization – to identity the potential groups and create evangelical
activities for the ministry. CMC Retreat – planned session will be in October vision sharing & relationship building. Discipleship Training – provide series of
lessons for growth of spiritual life of new Christians, intended start date in
September 2019.

基址：天澤福音堂

鍾業景牧師

同工團隊
今年 7 月，邱豫之傳道正式加入我們的牧養團隊為全時間同工，並且擔任青少年羣體牧養工作，
這使團隊牧職人數增至三位，然而堂會仍需增聘女傳道以替代即將退休的郭麗賢傳道。
全年教導事工
今年教導方向以查考聖經中登山寶訓為主幹，以達至全年主題「建立家庭祭壇」的目標能有效
發揮，帶領信徒建立自己個人敬拜神的生命、向家人傳福音及作見証。另外，以堂委成員組成
之祈禱組長小組今年持續發揮關顧牧養禱告支援事奉，在崇拜中分組帶領會眾互相代禱。
今年受苦節晚會不再在戶外營會中舉辦，改為教會中舉行，使更多弟兄姊妹容易來教會參與，
主題名為「苦傷道」，以耶穌當天的所經的苦路作默想導向。踏進暑期中，再次得蒙黃澤文弟
兄協助教授「基督徒讀舊約」課程，使學生獲益良多。初信栽培課程也能吸納 8 位初信者。浸
禮班亦按時開班。五至八月份增開周六靈命成長課程，反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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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事工
因人手缺乏，基督少年軍 178 分隊年初已解散，所以參與周六崇拜的年青人人數亦同時下跌。
與往年一樣，我們都會透過音樂訓練班接觸青少年，成效斐然。兩日的青少年暑期日營會亦於
八月初完成。
婦女事工/幼稚園家長事工
堂會婦女參與事奉態度積極，追求靈命成長有明顯改進。澤幼復活節佈道會中決志轉介來的家
長約有 2 位，並恆常接受栽培跟進，參與崇拜及團契聚會也漸趨穩定。澤幼家長團契持續每星
期舉行聚會，與宗教教育主任合作無間，新學年以不同形式的活動接觸家長。復活節浸禮人數
為六位，主要是幼稚園女家長。
祈禱事工
祈禱會時間調動至逢周日上午崇拜前舉行，另領袖祈禱會亦於逢第四主日上午舉行，內容以默
想安靜禱告為主。

基址：大埔浸信會澳門堂

陳偉明傳道

2019 年對於「大埔浸信會澳門堂」（下稱澳門堂）來說，可說是教會成長中的一個重要的里程
碑，澳門堂前基址主任劉慧蓮博士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結束於本堂之事奉，教會上下在事前事
後傾盡全力為劉慧蓮博士舉辦感恩歡送會，當天有二百多人出席，同頌主恩，這見證著澳門堂
過往四年多的成長和發展。
過去接近五年的時間，教會致力於教堂合作的福音事工中努力，配合澳門培正中學的福音需要，
以及領人歸主，令教會發展。直至現在，教會的崇拜人數已穏定在約 70 人。從澳門是個福音
硬土的角度來看，澳門堂可謂得蒙神的恩典，在逆境中穏定發展。
因著來參與崇拜的人數愈來愈多，牧養關顧是隨之而來的問題。然而，澳門堂的團契生活卻是
十分薄弱，筆者由 2017 年到步實習，已發覺澳門堂的團契生活是有待改善的一環，那時只有
寥寥可數，有時只有 10 個人。所以，由本年度 4 月開始，筆者致以於講壇宣講上、探訪以及
輔導的過程中，都提及團契生活的重要性，這重要性有如量度教會的生命是否健康一樣。
有人曾經問筆者，為何要如此強調教會生活？我答道：「團契生活是一個學習彼此相愛、彼此
包容以及彼此饒恕的場景，若然基督徒的生活缺乏這些，我們就以難說自己是一個「聽道行道」
的基督徒。」除此之外，基督徒只能在團契的彼此服事中才能慢慢成為一個像基督的僕人－一
個為人洗腳的領袖。亦即是，沒有團契生活，教會就不可能出現領袖，一個沒有領袖的教會是
難以成長的。
故此，筆者對澳門堂的願景也隨著教會的處況而出現：建立本堂的信徒領袖。若澳門堂要承擔
更大的福音事工，就必須紮穏根基，興起本土領袖，並與他們一起服事。2019 年之所以是澳門
堂重要的里程碑，因為是教會事工重點的改變：建立團契生活以及興起本堂領袖。這是對過往
福音事工的傳承，使之落地生根。目的是為了更有效的實踐基督囑咐的「大使命」，在澳門這
硬土上帶領人成為基督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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