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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會友大會> 議程 
 

日期：二零零一六六年年四月三日  

時間：下午十二時正 

地點：長老老會禮禮堂 

主持人：羅羅斯牧師 

翻譯員：黃鼎盛牧師 

頁 

 

1.   歡迎、祈禱、讀讀經  

2.   議事：  
A.   選舉大會書記 1 
B.   接納議程 2 
C.   接納二零零一五年年會友大會紀錄錄  
D.   財務報告：  

-   二零零一五年年司庫報告 4 
-   二零零一五年年財務評語 5 
-   二零零一六六年年財政預算 13 

E.   選舉新值理理  
F.   委任教會財政  
G.   選舉信託委員  

3.   黃鼎盛牧師報告 16 

4.   亞歷歷山大牧師報告 19 

5.   堂議會書記報告 21 

6.   團契契及各部門事工報告：  
A.   Board of Managers 堂務委員會 24 
B.   Chinese Adult Sunday School 中文成人主日學 25 
C.   Chinese Choir 中文詩班 27 
D.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中文學校 29 
E.   Ezra Fellowship 以斯拉拉團契契 30 
F.   Family Fellowship 英文家庭團契契 31 
G.   Ladies’ Bible Study 婦女女查經班 31 
H.   Mandarin Ministry 國語事工 32 
I.   New Horizons Project  34 
J.   Preschool 幼兒園 36 
K.   Property Development Task Force 樓樓宇發展小組 38 
L.   ‘Share & Pray’英文祈禱會 39 

M.   Sunday School 英文主日學 40 

N.   Vacation Bible School 暑期聖經學校 43 
O.   W.M.S. (Chinese) 中文婦女女會 44 
P.   Zion Fellowship 錫安團契契 45 

7.   其他及報告  

8.   祈禱祝福福 (議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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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年華人長老老會 <會友大會> 會議記錄錄 

 

日期:  2015 年年 3 月 29 日下午十二時半 

議長:  羅羅斯牧師 (Rev.	  Robin	  Ross) 
翻譯:  黃鼎盛牧師 

出席人數數: 	   60 

1.   歡迎及讀讀經 - 以弗所書4:20-‐32，唱詩：“向高處行行”＂ 

2.   事議： 

A.   選舉當日書記：馬麗麗君義務，簡慧屏(動議)，蕭雷雷慕娟(和議) 

B.   接納議程：謝照杉(動議)，Jeanette	  Lee(和議) 

C.   接納2014年年<會友大會>會議記錄錄：謝照杉(動議)，Jeanette	  Lee(和議) 

D.   財政報告： 

i.   接納司庫報告–李李家麟麟(動議)，馬李李美嬌(和議) 

ii.   接納財政報告–李李家麟麟(動議)，馬李李美嬌(和議) 

iii.   接納2015年年財政預算建議–謝照杉(動議)，惠博寧寧寧(和議) 

討論論有關$75,000 用作聘請副牧師。羅羅斯牧師解釋牧師之薪酬和住房

補貼是由長老老會決定。 

E.   選舉堂務委員會： 

所有堂務委員會繼續委任。謝照杉(動議)，馬李李美嬌(和議) 

F.   委任司庫： 

史黃美意繼續委任。黃鍾齊安(動議)，孫國權(和議) 

G.   選舉信託委員: 

所有信託委員會繼續委任。徐簡慧珊(動議)，蕭雷雷慕娟(和議) 

 

3.   黃鼎盛牧師報告 

徐簡慧珊(動議)，Jeanette	  Lee (和議) 

4.   黃立立錚堂議會書記報告 

徐簡慧珊(動議)，黃鍾齊安(和議) 

5.   各部門及團契契報告 

徐簡慧珊(動議)，馬李李美嬌(和議)。 

黃鍾齊安向詩班長曾鄧福福美表示感激，並要求更更多的男性聲音加入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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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李家麟麟要求幼兒園校長徐簡慧珊在她的報告中(第 19 頁)提供更更多資料料。現時

初級班有 30 人及高級班有 26 人就讀讀。家長委員會十分支持各類類的組織活動。

徐簡慧珊十分感謝大家在她患病時的禱告及支持。2015 年年 9 月入學率率率預計初級

班將有 30 人，高級班則有 20 人。 

 

其它事議: 

1.   馬麗麗君感謝〈樓樓宇發展小組〉的報告(20頁)。她的家庭將奉獻$100,000作教會

重建基金金。“我們所有的資源都都是從主而來來”＂ 

2.   羅羅斯牧師要請黃圭簡提供有關在4月16-‐20日教牧申請人。 

暫定時間表：星期四晚的查經班；星期五早上的查經班及午餐；星期五晚有甜

品在簡約翰伉儷的府上；星期六六晚百樂樂樂樂式晚餐在林林重慶伉儷的府上。鼓勵勵各人

與亞歷歷山大伉儷會面。他們的住宿尚未決定。 

3.   譚傳秀紅感謝陳許宇婉在教會作秘書一職。 

4.   陳許宇婉於2015年年4月16日離離職。 

5.   蕭雷雷慕娟談到籌劃今年年暑假英文夏令令會將符合教會的主題“擴張我的境界”＂。 

6.   陳佳友多謝堂議會允許他（按溫哥華神神學院的需要）在華人長老老會完成他的神神

學實習課程。 

7.   譚仁德報告他將會與太太譚傳秀紅於4月的首兩兩個星期前往印尼參參與一個短期

的醫療療宣教。 

結束祈禱及祝福福: 羅羅斯牧師 

會友大會會議於下午二時結束 

 

恭敬提交 

馬麗麗君 

 

(請以英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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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庫報告 

 

華人長老老會在 2015 年年聘請了了另一位全職牧者以及一位部份時間的青少年年傳道人。

若若在 2016 年年或在短期內繼續聘請他們，我們可在指定資金金中提出 45,000 元用於這

方面的短缺。 

由於額外牧者辦公的開支，我們更更須要依靠從幼兒園，中文學校及物業的收入。在

2016 年年牧者的辦公開支將超出預算常費的奉獻，其預算與 2015 年年實際數數據大致相

同。在過去幾年年中，大約有 15 位教友的奉獻佔常費奉獻的一半。 

雖是如此，指定資金金的奉獻有所增多。差傳及燈塔奉獻與去年年相比下差不不多是倍增。

我們亦收到了了$101,325 元指定為教會重建資金金。 

當我們走向重建新教堂大樓樓的時候，我們期望著經濟和教育上有所支持直到我們在

會眾和事工上都都得到擴展，好讓我們能夠更更有效地服務本社區。 

多謝各位義工在每星期天及其他收奉獻的日子負責點算奉獻。今年年我們有簡慧屏，

Alice	  Wong，楊關素婷，蕭雷雷慕娟，黃李李恩恩，藍藍李李華卿和馬麗麗君同七位點算奉獻

新的義工而感恩，及雷雷鄭綺年年和李李許美娟協助處理理薪酬帳務。 

 

 

在主裡裡的服侍 

史黃美意 

財政 

 

(請以英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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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我的境界 

10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列的神神說說說：甚願你賜福福與我，擴張我的境界， 

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不遭患難，不不受艱苦。神神就應允他所求的。 

                                                  歷歷代志上 4:10 

回顧過去一年年，我們深知道  神神是信實的。在 2015 年年初，小弟在第一篇講道中提

出四個綱要成為我選“擴張我的境界”＂為本教會之主題。其中包括教會成立立 120 週

年年，教堂重建的發展，聘請英語教牧同工及青少年年同工，以及教會的復復興。 

華人長老老會初期是在華埠的一座聚會所開始，當時因一群熱心的宣教士目睹早期華

人移民和勞勞工沒有聽過福福音，所以便便開始了了外展的工作，例例如：證道，查經，主日

學，英語班，中文學校和幼兒園等重要的活動。過去 120 年年，華人長老老會搬遷過數數

次，直至 1980 年年，在 6137 Cambie Street 建立立了了新的教堂，至今已有 36 載。感謝

主的恩典，我們再次有機會籌備重建本堂的新計劃，各部門都都為著建堂而努力力。 

 

過去一年年，“樓樓宇發展小組”＂共開了了七次會議，為要完成堂議會委派我們的責任。

在四月十二日及十月十八日分別召開了了兩兩次<會友大會>。第一次的<會友大會>，除

了了回顧以往所作事工的重點，我們還預備了了一個動議：“本會眾接納 GBL 建築公

司在 2015 年年 3 月 15 日所提出的收款提案，因此委任 GBL 建築公司為我們溫哥華

華人長老老會重建計劃的建築師”＂。投票結果如下：  

 

 會藉會友 非會藉教友 % 

同意 32/46 (69.6%) 7/46 (15.2%) 84.8% 

不不同意 5/46 (10.9%) 2/46 (4.3%) 15.2% 

 

 

第二次之<會友大會>是向會眾資詢以下的動議：“尋求會眾的意願去賣出教會的兩兩

所雙屋，其唯一目的是用賣出雙屋的價錢來來作重建在 6137 Cambie Street, 
Vancouver, BC 新的華人長老老會教堂”＂。當天有 71 位會友出席投票，其中 65 人同

意此動議，以 92%會友通過。 

我們在聘牧一事中已有三年年多了了，靠著主的恩典，於四月十九日我們邀請亞歷歷山大

弟兄蒞臨臨作聘牧證道，隨後的主日開了了一回<會友大會>去投票，結果是 84.4%會藉

會友及 92.9%非會藉教友贊成；15.2%會藉會友及 7.1%非會藉教友反對。當我們把

聘牧文件遞交區議會時，因程序上出現故障，以至結果無效，所以在五月十七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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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第二次<會友大會>再次投票，至終結果為 71%會藉會友及 74%非會藉教友贊同。

最後亞歷歷山大弟兄與家人從滿地可搬來來溫哥華，而他於七月一日上任，並在八月廿

三日舉行行按立立牧師及就職典禮禮。感謝神神恩!衪的預備是美好的。在此多謝羅羅斯牧師， 

他在聘牧期間多次作英語崇拜的講員及一切切的服侍。 

再者，我們更更有機會認識識陳熾楷弟兄，他正在威廉廉克理理神神學院就讀讀。陳弟兄的簡介

很適合我們的需要，堂議會作出一個美好的決定，雖然知道將會有經濟上的挑戰，

但憑著信心在十一月決定聘用陳弟兄作我們的青少年年及職青的傳道。 

 

現時教會人數數雖然不不多，但是眾弟兄姊妹熱心愛主和教會，且有不不少委身的信徒。 

去年年A.W.A.N.A.的兒童事工已進入第三年年，開設給幼兒園到小學四年年級同學，現

時共有35位小朋友參參加。我們在每月第二及第四週六六晚舉行行。因為小朋友人數數多了了，

義工的需求也多了了！倘若若弟兄姊妹有聖靈靈的感動，願意成為我們的行行列列，歡迎參參加。 

 

小弟繼續主領領英語婦女女查經班，每隔一週五的早上舉行行。當我們查考完畢路路加福福音

後，現繼續研讀讀使徒行行傳，每次平均有八位姊妹參參加。 

 

中文詩班在曾鄧福福美姊妹指揮的領領導下非常進步。崇拜中的獻詩動聽感人。他們在

每主日下午都都努力力用心練練習，而年年青的鋼琴手也加添不不少氣氛，得到詩班員及會眾

的讚賞。願神神祝福福他們熱心的事奉！ 

 

國詩啟發課程由譚仁德長老老夫婦及亞歷歷山大牧師在春季開始。看到有三十多位說說說普

通話的成年年人及兒童參參加每主日晚上的聚會，學習聖經真理理真令令人興奮。(詳情請

閱亞歷歷山大牧師報告)。 

 

去年年的中文夏令令會很欣慰地邀請到從多倫倫多市來來的黃健安博士為講員。他主修的研

究是領領導學和移民教會中的兩兩代問題。黃博士選用腓立立比書與我們分享“跟隨基督”＂

的信息。同時，我們亦很榮幸得蒙黃太莫熙琳姊妹的出席，她是一位在修讀讀敬拜學

的研究生，帶領領我們唱詩讚美，並分享一場敬拜上的工作坊，讓我們受益益甚多。 

英語的夏令令會，則由剛來來的亞歷歷山大牧師講解詩篇。 

 

主日學(詳情請閱簡黃翠蓮蓮姊妹的報告)繼續成長，在簡黃翠蓮蓮姊妹領領導下，她延伸

發展有一隊十八人的青少年年管弦樂樂樂樂團和一隊牧童笛組。他們的參參與使崇拜中添上不不

少的氣氛。中文主日學(詳情請閱曾何婉儀姊妹的報告)由曾木興長老老和太太悉心備

課和引導討論論，讓各位同學得益益良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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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聖經學校(詳情請閱林林理理祿祿姊妹的報告)在七月時舉行行，兒童和各位義工都都盼望

這日子的來來臨臨。去年年參參加的人數數升至60人，學生與同工人數數成為正比，大家分工合

作，一同事奉。感謝主恩! 

 

小弟感到最遺憾的便便是惠博寧寧寧弟兄的離離開，他多年年忠心耿耿的事奉，希望有一天他

會重返我們當中，大家繼續一起學習和事奉，讓我們在禱告中紀念念他們家人。在此，

小弟亦多謝Derek Dewald弟兄挺身而出來來接任堂務委員會主席一職，與其他值理理忠

心地看管著教會的樓樓宇等各項事務。再者，本人多謝教會財政，史黃美意姊妹，她

默默耕耘的事奉，實施管家理理財原則使教會財政走上軌道。最後，更更多謝教會一群

長老老們忠心的事奉。 

 

願神神祝福福各位主內兄弟姊妹，同心合力力，興旺福福音，榮耀主名！ 

 

 

主僕   黃鼎盛 

恭敬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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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多羅羅買亞歷歷山大牧師 2015 年年度度報告 

我於 2015 年年 7 月到達溫哥華上任溫哥華華人長老老會副牧師一職。我首要的目標是

要認識識會眾大家的需要。我受邀請作 2015 年年英文夏令令會的講員，講述有關詩篇的

課題，並按詩篇 42 篇作出一篇有關沮喪的證道。 

我有機會參參與教會所舉辦的一個精精彩的暑期聖經班，吸引了了許多兒童和義工的參參與。 

於 2015 年年 8 月，我被長老老會西敏寺區按立立為牧師。同時區議會指派匈牙利利教會的

西蓋蒂牧師為我的導師。至今我得到黃鼎盛牧師，羅羅斯牧師，西蓋蒂牧師美好的指

導。 

溫哥華華人長老老會其中一項的需要是加強聖經知識識。為了了這個需要，我已採取了了幾

個步驟。我開始了了每月兩兩次的研經班曾查考哥林林多前書。我也同幼兒園的教職員查

考馬太福福音。為了了加強聖經知識識，我以創世記作為講道的系列列，我相信以經卷式教

導還比系統的證道為佳。2016 年年的讀讀經計劃已實行行，目標是希望各人在一年年內能

按序聖經的次讀讀經；現已有很多英中文的會眾參參與這讀讀經計劃。 

溫哥華華人長老老會另一需要是青少年年及職青的事工。堂議會讓我負責聘請一位年年青

同工。陳熾楷弟兄，是在克里里威廉廉神神學院的神神學生，也是唯一的候選人。但神神的供

應清楚地顯明於這個聘請過程中，因陳弟兄的屬靈靈經歷歷與教會的需要正好是配合。

陳熾楷傳道主要負責開展青少年年及職青的群組。青少年年團契契現已有 10 位會員，每

月第一及第三週星期六六聚會，而 AWANA 則在每月第二及第四週六六晚聚會，如此安

排可讓青少年年得到服侍及學習服侍他人。年年輕成人組由於缺乏人數數及合宜他們的興

趣，所以尚未組成。較為輕鬆的活動，例例如如在我家也舉辦了了意大利利薄餅之夜。陳

熾楷和他的妻子(Winnie)已加入我們教室成為會藉會友。 

我被委任為 AWANA 的副指揮官及出席所有的 AWANA 會議。AWANA 是十分好的

兒童的事工，並能為天國多結果子。當我來來到長老老會時，我很高興看到這事工已被

建立立。我通常參參與 T&T 組的背唸金金句句。 

今年年我同意成為長老老會西敏寺區作為 http://psalt.info/的代表。本教會和匈牙利利長

老老會分別為此事向總議會申告一個提案。 

至於傳福福音，歷歷史記錄錄我們服務溫哥華華人社群已超過一世紀，在 Oakridge 區人

口的變更更，很明顯的結論論是我們必須向中國大陸陸操國語的新移民作出外展工作。於

是我們開始在星期日晚的國語啟發課程。雖然我們只用言語來來宣傳，其效果都都是令令

人鼓舞的。我們多謝有不不少講國語的義工投入此事奉，到今天已有 6 人接受基督

成為他們個人救主及願意繼續參參加國語查經班。我們很驚訝有這麼多小孩子出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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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啟發課程，因此我們也開始了了國語兒童活動。國語查經班將於在 2016 年年 4 月

在星期日早上 11:15 開始，而他們的孩子將可參參加我們的現有主日學校。國語啟發

課程也得到許多英文堂會友的支持和祝福福；看到基督的愛延伸到這個既又新和不不同

文化的社群實在令令人鼓舞。 

在英文會友的增長，我嘗試“邀請朋友”＂的星期日鼓勵勵教友透過傳單邀請朋友來來參參

加教會的特定的星期日。特別是本教會有意將福福音事工擴展到華人以外的群體。雖

然這事工破困，但總算也有回報，有兩兩位來來賓有繼續參參加我們的聚會。我覺得有需

要栽培一鼓教會的文化，積極不不斷地與他人分享福福音。 

以求改善溝通，堂議會已把會友分致到不不同的長老老區域，讓長老老可為他們祈禱及關

懷。而年年老老或住院的兄姊仍然由牧者負責。我與黃鼎盛牧師及陳熾楷傳道作出探訪。 

弟兄早餐小組已成立立了了，以提供團契契及建立立關係。到目前為止，透過這些輕鬆的聚

會，我已認識識到不不少華人長老老會的歷歷史和事工上的洞洞悉。 

在進入 2016 年年，我深感覺到神神將使用長老老會去建立立衪的天國而鼓舞。 

 

(請以英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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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年董事會報告 

 

董事會謹此感謝，黃永聰，陳沛江，黎黎永佳和盧盧玉明的辛勤工作和貢獻，並感史黃

美意管理理長老老會的財政事務。我們也感謝黃牧師和亞歷歷山大他們繼續指導和支持。

最後，感謝 在 2015 年年離離職的，惠博寧寧寧和楊英偉對所作出的貢獻和多年年來來忠實的服

務. 

 

在 2015 BOM 處理理了了以下項目： 

 

1.董事會成員黃永聰任職於物業發展專責小組。BOM 繼續提供物業發展專責小組

和會議指導。 

 

2. 監督 Transition Committee 的成立立。Transition Committee 報告 BOM 關於教會重

建需要搬遷的設備和會議室分配。黃永聰是 BOM 的代表。 

 

3.下列列設施相關的事項,宜進行行了了調查和解決： 

A. 更更換前面草坪的標牌。 

B. 樓樓上的教室門上添加一個窗口。 

C. 修理理廚房，聖所，日光浴室門和浴室。  

 

4. 下列列設施相關的事項，宜進行行了了調查，其餘待定: 

A. 建築樓樓梯間內的南牆漏漏水到地下停車車場。 

B. 音樂樂樂樂室窗口漏漏水。 

 

5.出租物業繼續由 VHL 管理理。2015 所有物業都都出租。BOM 把錢花在必要的需求

如對租戶安全的修理理，和出租物的保養.  

 

6.繼續支持和培養 A / V 設備的維修培訓。 

 

我們要鼓勵勵我們的兩兩個會眾成員加入董事會。 

 

在主的服務， 

Derek Dewald 
BOM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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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成人主日學 
 

“經上記着說說說：人活着，不不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神口裏所出的一切切話”＂太 4:4 
 

得勝的生活是可能的，不不單是為那些奉獻給神神的人，也是為每一個生在神神家裏的人，

神神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路上的光。 

 

我們繼續用同一課本“聖經真理理百課”＂。我們仍舊由各同學輪輪流流帶領領討論論，一同學

習以下課題：  

 

（一）倒退： 

我們都都是蒙主恩典和能力力保守的人，若若我們故意拒絕祂的恩典和幫助，我們便便會跌

倒，倒退是逐漸冷冷談，對主，對讀讀經，禱吿，參參加聚會，為主作見見証失去了了興趣，

而轉向世界，倒退將導至失掉能力力，失去平安，和失去歡喜和快樂樂樂樂，在每夭生活的

道路路上將會被怨言和黑暗籠籠罩著。 

 

（二）崇拜： 

崇拜是心靈靈的一種萌發作用，認識識神神是賜恩者，神神子是救主，聖靈靈住在我們。罪人

怎様去崇拜一位完全聖潔的神神，他怎能蒙悦納呢？唯一的根據是靠着耶穌基督的寶

血，敬拜的能力力是聖靈靈，祂引導和指示我們向主敬拜，祂在我們讀讀經時使我們理理解

祂，仰慕祂而產生敬拜的心。 

 

（三）基督徒的受苦： 

我們應當知道，若若沒有神神的許可，任何試煉煉或苦難都都不不會臨臨到我們。神神未曾應許我

們祂工作的理理由，祂有獨特的權柄，在最深的苦難中，衪所給的安慰，証明祂是慈

愛的天父，受苦即是神神訓練練我們計劃中的一種手段。 

 

（四）洗禮禮： 

洗禮禮並不不意味着重生或赦罪，救恩是藉着基督而非藉着洗禮禮，洗禮禮的意義  (1) 是
順服基督命令令，注意在受洗之先必須相信。(2) 是效法基督樣式。   (3) 是盡諸諸般

的義。(4)	  是從罪中與死分開。(5)	  與基督合一。 

a.	  與祂同死     

b.	  與祂同埋葬 

c.	  在祂的復復活上與祂合一。信徒的兒女女，以他們在不不能自由犯罪違背良良心之前，他

們是站在得救的光景，然而重是不不在乎方式而是在乎屬靈靈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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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聖餐禮禮： 

這禮禮儀並無能力力使參參加的人得着赦罪，基督徒領領受聖餐是體驗主的受死和祂的大愛

。整體説來來，聖餐有三方面意義。 

（一）一同記念念主，增進信徒團契契。 

（二）一道感謝主，共享主的慈愛。 

（三）一起盡忠於主，靈靈性得以長進。 

 

林林前 11:27“所以，無論論何人，不不按理理吃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

血。”＂ 

“不不按理理”＂是指用不不合宜的態度度來來領領受聖餐。 

林林前 11:28“人應當自己省省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 

“自己省省察”＂就是確知自巳是以敬虔的心來來領領受主的餅和杯。 

林林前 11:29“因為人吃喝，若若不不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了。”＂ 

“自己的罪”＂靈靈性上的罪，會帶來來肉身的受苦。 

 

我們各人都都存着謙卑和渴慕的態度度去學習神神的話語，各人對追求和明白神神的教導有

大大的增加，若若有不不明之處，大家提出討論論，幸得黃師母為我們解答和分析，務使

我們能在神神的話語中更更深的扎根，成長，有能力力過得勝的基督徒生活，大大的榮耀

和見見證神神。 

 

 

主內： 

 

曾何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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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詩班 
 

 

“神神阿、我心堅定，我口要唱詩歌頌。琴瑟阿、你們當醒起，我自己要極早醒起。

耶和華阿、我要在萬民中稱謝你、在列列邦中歌頌你。因為你的慈愛大過天，你的誠

實達到穹蒼。”＂ 

詩篇 108：1-4 
 

在 2015 年年，中文詩班再榮幸地得到曾鄧福福美姊妹繼續擔任詩班指揮一職。感謝曾

姊妹對詩班眾成員無限的耐心指導。中文詩班不不但獻唱粵語詩歌，有時也會獻唱英

語和國語詩歌。在曾姊妹的帶領領下，詩班練練習時間從每週 1.5 小時，加增到 2 小時

，可看到曾姊妹的耐力力和忠心的事奉。願主祝福福她及賜她有健康的身體來來繼續領領導

詩班。 

 

中文詩班現有四位忠實的司琴：陳祖慧，陳俊霖，李李子健和盧盧穎儀；他們都都是中學

學生，雖然年年輕，但非常有才華。在他們的伴奏下，中文詩班能獻唱出每一首詩歌

的優美曲調達到天父的耳中，讚美榮耀的真神神。感謝他們忠心的事奉；求主賜福福他

們學業有成。 

 

除了了有司琴，曾姊妹還增加了了其他樂樂樂樂器，以提高詩歌的優美曲調。如在平安夜燭光

晚會裏，很高興有黃嘉恩姊妹長笛演奏，和陳祖慧姊妹敲三角和玩鈴鈴鼓；這些樂樂樂樂器

令令每首詩歌增添不不少悅耳，優美的旋律律。我們感謝黃嘉恩姊妹義務的幫助，對中文

詩班的供獻，願主祝福福她的學業，在音樂樂樂樂上有成就。 

 

今年年，有二位詩班成員退休了了；我們感謝曾何婉儀姊妹和吳振國弟兄多年年來來在中文

詩班裏忠心的事奉。願主繼續祝福福他們在其他事工上的供獻。雖然詩班失去了了一些

成員，感謝主的保守，由 2015 年年至 2016 年年一月，神神已經帶領領了了四名新成員來來事奉

。讚美主！讓我們歡迎這幾位姊妹：陳劉劉艷芳，藍藍李李華卿，溫盧盧以勵勵及 Lynn Ng。
願主悅立立她們的事奉和祝福福她們。 

 

此外，多謝詩班每一位成員一年年到晩的供獻和忠心的事奉。他們非常敏銳，勤勞勞和

好學。求主悅立立中文詩班在音樂樂樂樂上的事奉，賜我們在音樂樂樂樂操藝上更更上一層，又賜我

們有健康的身體去繼續用音樂樂樂樂來來傳揚神神的國度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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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感謝神神給我機會擔任詩班長。我很榮幸能够擔任詩班長這一職已經有三個任

期了了（每期持續大約 3 至 4 年年）。在這事奉崗位裏，我學到了了很多技能 (例例如：輸

入中文電腦投射)，並享受神神給我事奉的機會。我很高興地宣布明年年的新詩班長是

陳關寶愛姊妹。願主悅立立她的事奉和祝福福她。願主祝福福中文詩班，繼續用音樂樂樂樂來來傳

揚神神的國度度。 

 

“全地都都當向著神神歡呼、歌頌他名的榮耀，用讚美的言語、將他的榮耀發明。全地

要敬拜你、歌頌你、要歌頌你的名。”＂ 詩篇 66：1-2 & 4 
	  

 

在基督裏， 

黄鍾齊安長老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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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年中文學校年年報 

 

時光飛逝，2015 年年轉眼間便便溜溜走了了。舊年年已過，新的一年年便便接踵而來來。主的

恩典數數算不不盡，感謝衪豐盛的慈愛。 

中文學校仍然保持週五下午丶週六六上午及下午三個不不同的時段上課。學生分

別有幼稚園丶小學及中學；全校保持 300 人。 

學校在教學方案上經過多次的改善，最後仍然繼續採用廣東話及國語教學；

時間各佔一半。國語科則以教導會話為主，以單元進行行，不不設功課。那麼同學們在

學習上便便感到輕鬆些，且在口語上有更更多的練練習，可以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各位教師們在教學上都都盡忠職守，愛心地教導。家長們都都認同基督教學校在

培育與教學上能使其子弟受益益良良多。我們身為教育工作者也因此深感欣慰。願將一

切切榮耀頌讚都都歸與我們在天上的父。 

在此我謹代表學校多謝我們的同工丶得力力拍擋何陳秀雯老老師，不不遺餘力力的幫

忙學校各項事工，願神神賜福福她忠心的事奉。更更感謝一位熱心慷慨的家長張女女士，除

了了每年年捐贈獎杯給得獎的學生以外，且在學校結業禮禮後邀請各位長老老丶教師們在皇

朝酒家擺設謝師宴。張女女士愛心的行行動更更使我們感激萬分。這也是第三年年的筵席了了。

最後衷心感謝財政史黃美意女女士幫助策劃學校的各項預算。 

多謝黃牧師、亞歷歷山大牧師丶曾長老老丶孫長老老及各位長老老丶值理理的支持與愛

護與及各位弟兄姊妹的代禱。願神神祝福福各位，恩上加恩，在主裡裡天天蒙福福！ 

 

主內， 

吳錦城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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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拉團契契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列的神神說說說：「甚願你賜福福於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

佑我不不遭患難、不不受艱苦。」神神就應允他所求的。”＂歷歷代志上 4:10 
 

去年年，黃鼎盛牧師帶領領會眾的主題是“擴張我的境界”＂。這個主題是從雅比斯的禱

告裏啟發出來來。在以斯拉拉團契契裏，我們用這個主題去思考何為“境界”＂。從我們的

討論論中，我們的結論論是:“境界”＂不不單只表示地域的意思。它可以理理解為多種的含

義，如:擴張教會的會址、擴張教會的人數數、擴張會眾的靈靈命、擴張基督徒對聖經

的理理解能力力、擴張基督徒明白上帝的旨意、等等… 

 

每週，我們輪輪流流負責帶領領查經和分享;並沒有固定的主題或規則。所以每個星期的

話題是新鮮、有趣和多姿多彩的。在團契契裏，我們打開我們的心，彼此接立立對方的

意見見，互相學習，一起默想神神的話語。 

 

感謝主內弟兄姊妹忠心的擺上。求主擴張我們的視野、思維、意念念和智慧去傳揚福福

音-擴張神神的國度度。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理、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裡、用詩章、頌詞、靈靈歌、

彼此教導、互相勸戒、懷著感恩的心歌頌神神。”＂歌羅羅西書 3:16 
 

 

在基督裡裡， 

黄鍾齊安長老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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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團契契 

 

過去一年年很快地消逝，家庭團契契相當穩定地每月一次聚會。每次參參加的人數數保持在

15－25 人。透過百樂樂樂樂式晚餐開始，然後唱詩及討論論一些關切切到基督教信仰的專題。

有時我們有電影之夜，例例如影片“上帝未死”＂或其他題目，例例如：為何神神不不回答我

們的祈禱。我們有發人深省省及活力力充沛的討論論。 

簡黃翠蓮蓮和我在此感謝史培鏞長老老夫婦在過往的日子開放他們的家庭，提供一個溫

馨的環境給我們增進友誼。我們盼望今年年有更更多的會眾參參加，因為我們都都是神神家的

一份子。 

 

簡約翰 

(請以英文為準) 

 

 

 

英語婦女女查經班 
  
  

英語婦女女查經班隔週五早上由黃鼎盛牧師主領領。 

 

一月至六六月份：我們以觀察，解釋和應用形式繼續研究路路加福福音 。 

 

九月至十二月份：我們開始查考使徒行行傳，這是延續路路加福福音的一卷書經。使徒行行

傳記錄錄了了“基督升天，並強調早期教會聖靈靈的工作。”＂ 

 

藉著許多的討論論，大家都都從聖經裡裡有所得著，及尋求神神在生活中的帶領領。 

 

恭敬提交 

馬袁麗麗君姊妹 

(請以英文為準) 



	   32	  

國語團契契報告 

 

國語事工的目的是藉著我們所說說說所做的來來見見證主耶穌基督的福福音，這正乎合溫哥華

華人長老老會的使命，根據馬太福福音 28:18-‐20 及使徒行行傳 1:8 所說說說的去使萬民作主的

門徒。 

耶穌進前來來，對他們說說說：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都賜給我了了。所以，你們要去，使萬

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靈的名給他們施洗（或作：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

聖靈靈的名）。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都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

的末了了。  ~太28:18-‐20 

但聖靈靈降降臨臨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力，並要在耶路路撒冷冷、猶太全地，和撒瑪

利利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見證。  ~使 1:8 

因此，我們的使命是培訓門徒及作見見證，其中包括傳講神神的話，建造一個基督教的

群體及奉主耶穌的名去服侍。 

我們的願境是回應那被差譴的主，衪同時亦是差譴的主。我們的異異象是去理理行行“神神

的使命”＂。因有使命，所以便便有教會。 

我們最大的挑戰是對聖誕的忠誠和信靠的委身。我們祈求神神裝備衪的子民，有深度度

及活出基督信仰的見見證－讓神神差譴我們到社區及世界當中。 

我們的方法是透過甘力力克牧師為期14週的國語啟發課程將基督教的信仰介紹給新

朋友。課程以美味的晚餐作開始，讓新朋友可以在溫馨的氣氛下互相彼此認識識，透

過友誼建立立關係。晚餐後，我們播出基督教信仰的信息。此後，新朋友將分成小組，

互相討論論並以禱告作結束。小組的信仰問題討論論是活潑的，有鼓勵勵性和有幫助的。

負責及協助帶領領小組的組長以友善的態度度來來聆聆聽各人的見見證分享。每課程的開始有

10分鐘的唱詩讚美，讓大家更更投入課程。 

出席人數數平均約30-‐35人，包括負責人，協助人員及新朋友（25位成人及10位小朋

友）。陳熾楷傳道負責兒童節目。我們邀請新朋友作出接受主耶穌基督的決定，到

目前為止有5人表示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的救恩，並願意在聖經的知識識和理理解上成長。

回應表的結果顯示課程內容，小組的討論論是極為有用及活潑。整個課程的氣氛都都非

常友善且沒有壓力力的。大家都都真誠地研讀讀聖經並求更更深入的認識識祂。我們的禱告是

這些信仰知識識將扎根於他們心中並結出聖靈靈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樂樂樂、和平、忍耐、

恩慈、良良善、信實、溫柔、節制。加拉拉太書	  5: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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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多謝所有忠心的義工在每星期出席於這事工上的服侍！教會的大家庭給予禱

告上很大的支持和鼓勵勵。這是神神給我們的使命，我們需要信靠他並延續這使命。 

讚美神神，我們有一個運作良良好的啟發課程團隊。雖然我們有軟弱，但我們見見證了了祂

的愛及主權並聖靈靈的大能覆蓋這事工。請繼續國語事工的前路路祈禱。感謝祂讓我們

帶著喜樂樂樂樂並有特別的權利利參參與這傳遞生命的事工。謝謝你們一起同工的伙伴。祂是

配得我們無窮的讚美，願榮耀歸給祂的名！ 

 

譚仁德、譚傅秀紅敬上 

 

(請以英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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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HORIZON 年年報 

	  

本教會的 NEW	   HORIZONS 委員會小組由以下成員組成﹕簡慧屏(主席)	   、	   李李謝碧姬、	  
徐簡慧珊、	  簡黃翠蓮蓮、	  吳基成、	  林林理理祿祿、	  林林重慶、	  馬麗麗君、	  吳余玉瓊、	  蕭雷雷慕

娟、	  譚傅秀紅、	  黃圭簡、	  黃許麗麗珠及黃鼎盛牧師。	  我們感謝他們在長者事工忠心

的服事，支持和鼓勵勵。	  

雖然 NEW	  HORIZONS 於 2014 年年 6 月結束所一切切的活動，但在 2015 年年間我們仍然

使用長者社區活動款項，透過四個活動繼續接觸本社區的長者。由於我們沒有一個

活動項目符合政府的要求準則，所以我們在 2016 年年中沒有提交撥款申請。我們

2015 的活動項目計劃書沒有得到政府的批准。	  

	  
二零零一五年年五月三十日：A	  Rocha 茶茶聚及講座	  
A	  Rocha 是一個基督教的環保組織專注於科研，實際保護，環境教育和可持續發展

的生活。	  
參參加人數數：26 人	  

	  
二零零一五年年六六月十七日：遊覽溫哥華國際機場	  
遊覽溫哥華國際機場中藝術展品和建築結構。	  
參參加人數數：34 人	  

	  
二零零一五年年八月十二日：遊覽 UBC 植物園及往金金海閣酒家共進午餐	  
遊覽 80 英畝和 8000 多種植物的植物研究園和教育中心，並於金金海閣酒家共進美味

午餐。	  
參參加人數數：42 人	  

	  
二零零一五年年九月二十日：一百二十週年年堂慶音樂樂樂樂會	  
藉此音樂樂樂樂會慶祝教會一百二十週年年紀念念，由在加拿大、美國、亞洲及歐洲很著名及

在眾多國際鋼琴比賽得到獎者 Julie	  Lowe 的鋼琴獨奏及由簡黃翠蓮蓮領領導下的溫哥華華

人長老老會青少年年樂樂樂樂隊演出。	  
參參加人數數：1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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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星期日：太極練練習班	  
逢星期日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至一時三十分由 Chung	  Ing 教導吳極太極練練習班。	  
參參加人數數：6 人	  

	  

因教友的年年齡上升，長者人數數不不斷增長，我們將繼續考慮每年年提供數數個教會及社區

長者有興趣的活動項目。	  

	  

恭敬提交,	  

簡慧屏(主席)	  

	  

	  

（請以英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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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年年報 

 

在指望中要喜樂樂樂樂，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切。        -羅羅馬書十二章十二節 

時光飛逝，轉眼間又過了了一年年。在二零零一五年年，幼兒園事情頗多，其中有苦

有樂樂樂樂。衷心感謝各位弟兄姊妹們對幼兒園的支持和代禱。2014 年年，在聖誕聯聯歡會

的歌聲和歡樂樂樂樂聲中完結了了。在 2015 年年初，學校在九月份新學年年的招生率率率尚算不不錯。

在一月的時候，我被診斷患有乳癌，並需要接受手術把腫瘤移除。十分感謝弟兄姊

妹們給我的支持和代禱。面對疾病，我並沒有恐懼，反而心裡裡覺得平靜。由於復復原

的進度度很好，所以我只需要休養數數天便便可以返回工作崗位。在我休假的日子裡裡，衷

心感謝吳錦城校長幫忙處理理學校事務，亦感謝老老師們通力力合作讓學校能夠得以順利利

運作。 

 

以下是部份幼兒園在 2015 舉辦的活動： 

- 復復活節慶祝會：感謝黃鼎盛牧師在復復活節慶祝會為同學們講故事，分享訊息。當

天有很多不不同的遊戲，同學又可以參參加尋找復復活蛋的活動，十分有趣。 

- Date	  Night	  at	  Kerrisdale	  Play	  Palace：十月份家長會在 Kerrisdale	  Play	  Palace 為同學

們舉辦了了歡樂樂樂樂派對夜。家長們還在當天晚上進行行了了糕餅義賣，為家長會酬籌募

經費。 

- 「跳躍馬拉拉松」籌款活動：受地震影響，尼泊爾有很多地區都都遭受到重大的破壞， 

所以學校特別為此舉辦了了「跳躍馬拉拉松」的籌款活動。活動不不單為華人長老老會

總會籌得過千元的款項以幫助尼泊爾災民，更更讓我們的同學們學習到互助互愛

的精精神神。 

-  週年年運動日：家長會在 Peretz 禮禮堂為同學舉辦了了一年年一度度的運動日。 

- 溫哥華兒童節：學校安排了了同學們於五月份參參加了了在 Granville	  Island 舉辦的「溫

哥華兒童節」，很多同學都都是首次參參加這項活動的，當天小朋友們都都盡興而歸。 

- 畢業表演：同學們在今年年的畢業主日崇拜及升學暨畢業典禮禮中演出。非常感謝黃

鼎盛牧師常常放棄星期二的休假，特別回校參參加我們的升學暨畢業典禮禮，與家

長們分享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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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週年年旅旅行行：教會和幼兒園的聯聯合週年年旅旅行行在七月中旬於 Maple	   Grove 公園舉

行行。感謝家長會熱心的安排，為我們準備了了美味的食物，還有很多意大利利薄餅，

讓我們分享。 

- 感恩節週年年食物捐贈運動：今年年學校要求家長們只捐贈罐頭食品。謝謝家長和教

會弟兄姊妹們的支持和捐贈，我們共收集了了五箱食物送給有需要的人。 

- 聖誕節保齡派對：由於今年年家長會未能及時安排到週年年溜溜冰派對的場地，我們最

終決定於烈烈治文 The	   Zone 保齡球場舉辦保齡派對。我們租用了了廿二條球道，讓

我們教會的成員與及家長和同學們度度過一個愉快的下午。當天亦舉辦了了 50/50
幸運抽獎，Nelson	   Chan 更更贏得 50/50 的大獎。家長會更更為十二歲以下的兒童準

備了了禮禮物。這次的保齡球活動十分成功。 

 

 感謝神神的帶領領，讓家長會的成員們有能力力擔起這份具挑戰性的任務。家長會

的中堅成員隨著 2014-‐2015 年年度度的同學畢業離離開後，留留下的都都是缺乏經驗的新成員。

感謝上帝的恩典，讓我們得到幾位低班的家長幫助，願意擔起家長會工作的重任。

今年年的家長會由家長會主席李李美婷女女士帶領領，她的大女女兒兩兩年年前也是我幼兒園的畢

業生。我們十分感謝家長會熱心的幫忙和對學校的支持。 

 

 在今年年接近年年終時分，學校曾受外界指控。經過堂議會、西岸兒童廳調查人

員和警方仔細的 調查後，證實指控並不不成立立。調查亦已經結束。感謝神神不不著住的

保守帶領領。「義人多有苦難，但耶和華救他脫離離這一切切」詩篇三十四篇十九節      

 

讚美神神，萬福福之根！ 

 

 

恭敬提交， 

 

徐簡慧珊   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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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樓樓宇發展小組報告 
 
在重建6137甘比街的過程中我們，穩定地循序漸進。以下是會眾所通過議決的摘

要: 

1)   2014	  年年2月–介紹不不同樓樓宇發展的理理由及選項。我們邀請大家寫下任何的

回應及意見見。 

2)   2014	  年年5月–出售牧師屋。 

3)   2014	  年年5月–投票在2014年年2月所介紹的樓樓宇發展的選項，當時並沒有人提

交其他的選項。會友們贊同在原址重建此選項和受權教會樓樓宇小組去研究

在6137甘比街的發展。 

4)   2015年年4月–我們的會友投票接受由GBL建築師的計劃提交致溫哥華市作重

建。 

5)   2015年年10月–教會樓樓宇發展小組報告給會友已把資詢信件提交至溫哥華市

及收到市政府的回應。市政府表示對這重建計劃有積極的態度度。 

6)   在同一的會議中，會友投票通過出售孖屋，所得的資金金全數數作為重建教會

的費用。 

7)   我們的提議是約有20,600平方尺的教會空間和18,500平方尺的出租單位。 

8)   我們將有28個急需托兒空間提供在渥列列治區。 

9)   我們將保留留40個幼兒園牌照(經營為40位初班及40位高班) 

10)  將有兩兩層停車車場可供48個車車位(是現時的3倍) 

11)  過渡委員會已成立立了了，由黃永聰負責監督過渡施工期及臨臨時設施和存儲問

題。 

12)  籌款委員會由林林重慶與黃吳錦成帶領領及向堂議會報告。 

 

劃積圖表正在準備以便便提交給市府申請分區改劃，在未來來幾個星期我們有幾個問題

需要與會友分析。即是，我們必須決定禮禮堂是否應設計為一個開放形式的活動地方

及得到教友接納教堂劃積方案的建築設計。 

 

在強勁的房地產市場及處於49街夾甘比街沿著加拿大線的孖屋，我們確實很有福福

氣能夠將把出售孖屋後的支源用作教會重建的費用，以至我們可以繼續提供所需的

托兒及幼兒園教育給本社區來來履履行行我們的最初的使命和源於120年年已開始了了。 

 

 

在主裡裡服侍 

 

華人長老老會樓樓宇發展小組 

 

 

(請以英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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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分享及祈禱會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神。 神神所

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裡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念。 

腓立立比書 4:6-‐7 
 

 

‘｀Share & Pray’＇是一個英文祈禱會，每月一次在不不同的家庭中聚會。為我們的教

會各部門事工，我們的領領袖，教會家庭及社會的需要祈禱。我們尋求從神神而來來的智

慧和指引。 

 

 

每月寄出生日咭和慰問咭。 

 

我們衷心感謝神神的主權能和恩典。 

我們感謝在過去一年年中無數數的祈禱得蒙應允。 

 

 

歡迎你提出代禱事項，請聯聯絡 Holly Siu，電話(604)278-0142，或電郵致馬麗麗君

suemar6@gmail.com 

 

 

恭敬提交 

 

馬麗麗君姊妹 

 

 

(請以英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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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報告 

 

“農地沒有耕種，雜草必定會加倍增長。如果孩子未好好的教導，各種惡惡行行將會在

他們的心靈靈和生活冒起。”＂  ~ 司布真 

 

我們感謝讚美神神給我們主日學不不斷的帶領領和引導。我們共有 18 位委身的教師和助

手及 5 位代課教師。他們奉獻時間和承諾諾，每週向孩童、青年年和成年年人教導神神的話

語。身為工作人員，我們每年年開兩兩至三次午餐會來來計劃全年年的活動。每主日，同學

們學習奉獻；在 2015 年年，我們用這些金金錢來來支持 Presbyterian World Service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和 Camp Douglas。 

 

每月的第一個主日，我們依然舉行行主日學老老師祈禱會。歡迎大家參參與這祈禱會，一

起為主日學和教會的需要禱告及感謝讚美神神的祝福福。通常都都有六六至八人出席，經歷歷

神神如何應允我們的禱告是何等的歡欣。希望在 2016 年年裡裡將有更更多兄姊參參加我們的

禱告會。 

 

從幼兒班到大學及就業班共有 56 名學生。我們也有一個六六人的成人班。一個十至

十二人的親子教育課程班。參參加人數數仍然穩定。透過國語事工及親子教育課程班，

幼兒班人數數有所增長，但我們希望有更更多從我們教會的幼兒園及中文學校的學生參參

加我們的主日學。由 11 年年級至大學及就業班學生人數數有減，因為其中有些人參參加

別的教會和去到別的城市升學。從幼兒班到大學及就業班的每週出席率率率約為五十至

六六十人。 

 

我們繼續用‘｀中心’＇教導方式來來教導幼兒到小學班級的學生。他們喜歡在不不同的學

習小組參參與各種活動，包括聖經故事、手工、遊戲及歌唱。我們也在每月底為學生

舉行行生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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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2015 年年主日學學生參參與的活動項目： 

4 月 19 日—復復活節主日 

幼兒班到三年年級的學生和牧童笛組在英文崇拜時演奏歌曲。之後有復復活節慶祝活動：

尋找復復活節彩蛋，魔術表演，講故事和茶茶點等。 

 
5 月 10 日—母親節 

在英文崇拜時有幼兒班到三年年級學生背誦聖經詩篇 23 章和一篇由學生們編寫成的

母親節詩。牧童笛組表演；學生們也在英文堂和中文堂崇拜時致送鮮花給所有母親。 

 
6 月 21 日—父親節 

幼兒班同學表演唱歌，及在英文堂和中文堂崇拜時致送原子筆給所有父親。 

 
7 月 13 - 17 日—暑期聖經學校 

主日學教師和學生們都都一齊參參與作教師及助理理的工作。 

 
9 月 13 日—基督教教育主日 

學生們重返及註冊主日學；我們有唱歌，遊戲，手工和茶茶點。 

 
10 月 4 日—  

主日學老老師謝師晚餐。 

 
12 月 20 日—聖誕主日 

在英文崇拜中，幼兒到三年年級班學生朗朗誦一首關於聖誕的詩，牧童笛組演奏一些聖

誕詩歌。主日學聖誕派對時有手工、遊戲、魔術表演，兒童故事和茶茶點。 

 

主日學部也包括另外三項活動：英語崇拜時的兒童照顧，牧童笛組和青少年年管弦樂樂樂樂

隊。在每主日早上 9：30 - 10：45 英語崇拜時有兒童照顧服務，志願者幫忙看顧從

幼兒園到 4/5 級年年齡的小孩，並為他們提供聖經課題和基督教影片。約有 5 – 8 位

小孩參參加，他們都都非常喜歡這活動。與此同時，他們的父母有機會參參加崇拜。 

 



	   42	  

牧童笛組自 2012 年年 9 月成立立，至今仍然繼續。小學 2/3 年年級的同學學習吹牧童笛

一年年後也可以吹奏出簡單的基督教詩歌/讚美詩。我們的目標是教導孩子們以音樂樂樂樂

來來讚美上帝。 

青少年年管弦樂樂樂樂團是在 2013 年年 9 月成立立，由 8 名成員成立立，現增加至 18 名，有 3-4
名學生將可能在 2016 年年加入我們中。感謝主賜給我們這些有音樂樂樂樂才華的年年輕人。

最讚賞的是他們雖然有不不同的音樂樂樂樂水平，但較有經驗的組員對沒經驗的成員卻非常

友善和滿有耐心。我們每週日從下午 12:30 到 1:00 有練練習，並參參與教會內不不同的節

目：例例如聖誕節，感恩節，復復活節，母親節和父親節。今年年，我們於 9 月 22 日

（星期日）教會的 120 週年年紀念念音樂樂樂樂會上演出，他們演出不不同類類別的古典歌曲及聖

樂樂樂樂。此外，青少年年管弦樂樂樂樂團演奏於 12 月 19 日在聖文森特/蘭蘭加拉拉關愛之家表演。

療療養院院友及學生們都都非常享受此次表演。我們的目的是慢慢地灌輸給學生們一顆

願意透過他們的音樂樂樂樂才華的心來來讚美及榮耀神神 。 

 

請繼續為我們的主日學祈禱，願神神祝福福我們有更更多的學生。讓這群兒童和青少年年人

能建立立一個愛上帝，對神神忠實，及與神神有持久密切切的關係。 

 

 

恭敬提交， 

 

主日學校長 

簡黃翠蓮蓮執筆 

 

(請以英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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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年暑期聖經學校報告   

2015 年年度度的暑期聖經班是於 7 月 13 日至 17 日每天從上午九時正到中午十

二時舉行行。我們的主題是“喜瑪拉拉亞山峰：靠著神神的大能征服挑戰”＂。這

「課程」是由	  Group 出版社編作。其焦點是去探索索神神對衪兒女女的熱愛。 

我們祈求神神供應我們有足夠的義工來來主持一個有60位小孩子的活動。神神的

供應超過我們的所想所求，衪為我們供應了了50多位來來自英文及中文堂的會

友為助理理同工，他們樂樂樂樂意的協助籌備、佈置及在整個星期的暑期聖經學校

中幫忙。 

讚美主! 每個早上，同工們先一起靈靈修，然後以活潑的歌唱和短劇來來介紹

當天的「主題」。過後，學生們分組活動，每小組由二位或三位組長帶領領，

並由老老師編排各種不不同的活動。早上的活動有：同工們的靈靈修、音樂樂樂樂、短

劇、聖經故事時間、遊戲和小食及一個科學的活動來來配合與當天聖經的信

息。最後，我們以更更多的音樂樂樂樂、歌唱來來重溫當日所學到的信息來來結束。 

按暑期聖經學校的傳統，孩子們都都參參與一個由Operation	  Kid-‐to-‐Kid組織所籌

辦的國際差傳事工計劃，讓孩子們學習去服事世界各地的兒童。孩子們學

習有關在泰國的兒童如何生活，及擁有一本自己語言的聖經之重要。VBS
的參參與者收集奉獻來來購買兒童聖經給在泰國的孩子。 

我們很感恩，從參參與者的家庭和教友的愛心奉獻和慷慨支持下，已足夠大

部份 VBS 在財務費用上的需要。神神祝福福這使命，給予我們一群年年輕的領領袖、

富有經驗的義工、熱誠的音樂樂樂樂組長、禱告戰士和豐富的小食。神神又祝福福我

們，中文堂黃俊源長老老夫婦及家人為我們預備了了美味的謝師午餐。我們衷

心感謝中英文堂眾會友的祈禱和慷慨支持。我確信我們的學生、義工和會

眾都都蒙神神大大的祝福福! 

 

在主裡裡服事的 

林林理理祿祿 

暑期聖經班聯聯絡主任 

(請以英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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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婦女女會年年報 

 

我們的聚會於每月第二個主日崇拜後舉行行，全年年聚會共十次。活動內容包括祈禱，

唱詩，專題演講，奉獻，分享。很可惜 2015 年年 4 月及 10 月教會有其他活動，時

間相衝，而取消兩兩次聚會。 

 

2015 年年開始，聚會前的午餐改食麵包。但 8 月份的聚會有意外驚喜，除了了新之美

麵包外，劉劉李李慕貞姊妹煲了了一大煲菜乾魚粥，非常美味。袁許麗麗霞姊妹請吃芒果蛋

糕。關陳月燕姊妹幫忙切切蛋糕。她的刀法精精準，快捷，保證每件蛋糕大小一致。大

家吃得非常開懷，樂樂樂樂也融融。 

 

每次聚會，吳振國弟兄和吳余玉瓊姊妹為我們準備茶茶水，餐後又擔當清潔和各項善

後工作。他倆不不辭勞勞苦的奉獻，婦女女會姊妹衷心感激。 

 

2015 年年婦女女會僅有八次聚會，除了了買聖經書籍和聚會杯碟費用外，我們所收的奉

獻仍有$1,145。年年終照例例奉獻$1,000 給總議會，現尚餘$145。在此我要特別多謝婦

女女會姊妹，尤其有些姊姊身體軟弱或其他原因不不能參參加聚會，但却不不忘奉獻。例例如

黃關翠琴姊妹，林林盧盧偉賢姊妹，黃簡玉蘭蘭姊妹等⋯⋯（遺漏漏之處請原諒諒）。	  

	  

因年年齡或身體健康原因，參參加婦女女會的人數數，越來來越少，多則十幾人，少則六六、七

人。但是我們不不因此灰心，氣餒，堅持靠著信心和祈禱，繼續婦女女會的事工，期盼

姊妹們踴躍參參加和支持。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祂，祂就必成全。」	  	  詩篇 37:5	  

	  

中文婦女女會	  

羅羅易易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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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團契契報告 

 

團訓：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來。我的幇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來。 

(詩篇 121 篇） 

 

感謝神神的恩典，錫安團自從于 2013 年年成立立到今也快 3 年年了了。每次聚會弟兄姊妹都都

帶着興奮的心情踴躍參參加。每次靈靈修後，衆人更更加將日常生活帶出，坦誠地互相分

享，互相勉勵勵。更更多謝曾立立基弟兄在他主持靈靈修時常有充份的準備，圖文並茂，使

到我們各團友得益益許多。更更多謝余綺年年姊妹常常幫忙接送行行動不不便便的弟兄，願神神報

答她的愛心。 

 

團契契在毎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三下午一時至三時舉行行，間中有專題講座。活動內容

包括：祈禱、唱詩、靈靈修、分享、遊戲、茶茶點。 

 

工作人員如下： 

主席: 黃吳錦城               書記: 易易少華              

節目安排: 余綺年年      聯聯絡: 盧盧高偉玲玲，林林碧珊 

顧問: 葉葉尚志,黃關翠琴    總務: 關陳月燕       

靈靈修: 各位團友         團牧: 黃鼎盛牧師    

 

最後衷心感謝各位工作人員，您們熱心的事奉，喜樂樂樂樂的參參與，神神必賜福福如雨大降降。 

                                                                                           

主內                                                                                

吳錦城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