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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短宣體驗

1 86 48 東九龍
Shatin Anglican

Church

Short Term Mission

Trips
Pastor

We went to an orphanage in Thailand this year. Leading up to the trip were many training sessions in which we

equip the members on theology of mission, practical evangelism, and acts of service. Then acting on the things

that they learned is transformative for many.

5 4 1 5

2 33 20 西九龍 青山聖彼得堂 澳門短宣 青少年部
每年暑假本牧區均有青少年(高中及大專為主)

往澳門短宣，接觸當地人士

本牧區澳門短宣於2015年已踏入第十年!恆常參與澳門傳道地區保持密切聯繫，除了為蔡高中學學生舉辦

營會，亦讓參加者有街頭佈道之實踐體驗。絶大部份參加者於公開試後，約五月上旬便接受訓練及裝備。
4 5 4 5

3 86 49 西九龍 諸聖座堂 澳門短宣 傳道部 培訓及帶領青年人到澳門協助暑期活動 2015年停辦 5 4 3 4

2. 教堂佈道會 / 福傳工作

4 14 11 東九龍 慈光堂 一領一運動 傳道部
鼓勵每一位教友在一年內邀請最少一位新朋友

出席教堂活動。

為持續教友的異象和恆心，需常提醒，除了發動代禱行動，也需舉辦一些適切新朋友的軟性福音活動。

(IE=3)由於多數教友的福傳對象為家人或親友，故有一果子收成，其激勵性較高。(IM=4)新朋友原為家人或

教友相熟的朋友，決志後願意繼續上教會的人較多。(IN=3)

3 4 3 4

5 37 22 東九龍 聖匠堂 佈道會
青少年部與聖

匠中學合辦

是次項目並非定期性的活動。對象是初中生，

因考慮日後的跟進工作故邀請了青少年部聯同

中學合辦。今次由已畢業於原校教友作見證分

享，牧師作呼召。

推行難度是3因教會在平日日子裹舉行佈道會欠缺人手，雖然校方能配合，仍是比較少教友能參與，故邀

請了教區敬拜隊前來幫忙。整體是3，因藉此可增進堂校之宣教合作；教堂其後安排教友們與同學共進午

餐，增進彼此認識。

3 3 3 3

6 49 29 東九龍 聖巴拿巴堂
平安夜晩會/頌唱(周

年佈道)
傳道部/全堂

牧區每年於平安夜舉行佈道晚會，讓教友向親

人及朋友傳福音，參與福傳。
-- 5 4 3 4

7 50 29 東九龍 聖巴拿巴堂 周年佈道會 傳道部/幼稚園
幼稚園主辦傳道部協辦於每年12月中舉行聖誕

晚會，鼓勵學生家屬出席，教友參與福傳。
-- 5 4 3 4

8 52 30 東九龍 牧愛堂 60周年堂慶佈道會 宣教部
今年是本堂60周年，故舉辦一次大型佈道會，

對象為小學至中一家長

由於佈道會需要邀請家長參加，一般不易吸引外界人主動參加。所以要作宣傳，有效邀請，這些都不容易

(IE4)。我們採取邀請屬校學生表演，希望有一定的家長出席。但透過佈道會提出教友「一領一」行動和招

募他們作義工，能提升他們宣教意識(IM4)，因為10月才舉行，故未知成效(IN3 / IW3)。

4 4 3 3

9 85 48 東九龍
Shatin Anglican

Church

Evangelistic Dance

(Ceilidh)
Pastor

We hire a Ceilidh (Scottish Dance) band to come and we have a dance. In the middle is an evangelistic talk. A

great fun for the church, and popular with the guests.
3 2 2 5

10 25 18 西九龍 荊冕堂 周年佈道會 傳道部 -- -- -- -- -- --

11 27 18 西九龍 荊冕堂 宣教月 全堂 -- -- -- -- -- --

12 62 34 西九龍 主愛堂 社區佈道會 全堂
每年與社區中心合作舉辦社區佈道會，以電影

或話劇為題材。

葵涌區是多弱勢家庭，中心會用適合他們題材的福音電影來吸引他們參加，參加的人數都是踴躍，但跟進

他們相當困難，留下來參加教會活動的人不多。
4 3 2 3

3. 佈道訓練 / 其他訓練

13 19 14 香港島 聖雅各堂 門徒訓練 傳道部 訓練信徒查經 課程由主任牧師編訂 3 5 2 5

14 55 31 香港島 北角聖彼得堂 門徒訓練 -- 基督新舊約與歷史神學 由晚禱崇拜開始,每年分上下學期，每周一次(星期二)，要閱讀相關資料，出席率95%。 -- -- -- --

15 51 29 東九龍 聖巴拿巴堂 天國耆兵課程
宣教及培育委

員會

鼓勵耆英教友接受宣教裝備，共同參與向長老

院友、日間中心院友或會員佈道。
由禧福協會主辦，區內教會主導及協辦。每星期半天課程為期兩年，課程簡潔清晰，能有效為長者裝備。 4 5 4 4

16 31 20 西九龍 青山聖彼得堂 三元福音倍進佈道法 家庭區主力
簡稱「三福」，透過學習及出隊實踐，讓兄姊

以隊工形式傳福音

本牧區推行「三福」，接近二十年。雖然要求參加者要背誦經文及考試，但透過隊工支持及鼓勵，是接觸

親友相當有效，並且容易跟進的佈道法，過去多年合近以百計的接觸者認識及接受福音加入教會。
4 5 5 5

17 67 38 西九龍 基督顯現堂 三福佈道訓練 傳道部 推行13節訓練課程及10次出隊實習
2015年首次嘗試此訓練，共六名弟兄姊妹參與及完成訓練，期間共出隊30次，向未信主之親友傳福音，共

24次決志，達80%決志軍，而決志者亦大都能積極參與福音性研經和跟進課程。
3 5 4 5

4. 以馬忤斯課程

18 68 40 香港島 聖恩堂 以馬忤斯課程 全堂
參照宗教教育中心出版的「以馬忤斯」課程，

與幼稚園家長討論信仰。
-- 3 3 3 5

19 38 22 東九龍 聖匠堂 以馬忤斯課程 培育部
這次是本堂第一次推出以馬忤斯課程，由原本

的課程壓縮課堂到六堂完成。

難度是3因教友從未接觸過這課程，他們感到時間久。IM及IN都是4。整體推介是4,這課程能有效地讓教友

從洗禮後反思自己的信仰，從而喚起信徒的心。
3 4 4 3

20 53 30 東九龍 牧愛堂 以馬忤斯課程 培育部
每月一次。由傳道同工、牧者和部長作組長，

由資深組員當同行者。

難度在於找合適組長，恆切地擔任崗位不容易。與及同行者角色未發揮得好(IE4)/IW3)。能穩定地維持有

30位以上教友兄姊參與(IM4)。今年我們也多開2組新的成員，共4人，很不錯(IN4)，但值得推介(IW3)
4 4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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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59 32 西九龍 聖馬提亞堂 以馬忤斯課程 教牧/傳道部

「以馬忤斯課程」是聖公會宗教教育中心所出

版的課程，本牧區一直採用，提供大約3年（

不同階段）的信仰學習。

推行課程需一定人手及物色適合的導師，內容也需作出一定的調適（IE=④），推行課程可增加工作人員

之宣教熱誠（IM=④），參加者可藉課程而對信仰有進一步的認識，部份更決定參加洗禮班，接受洗禮，

加入教會（IN=③）。「以馬忤斯課程」手冊等資料內容具參考價值，值得推介（IW=⑤）。

4 4 3 5

22 74 43 西九龍 聖腓力堂 以馬忤斯課程
以馬忤斯籌備

小組

以馬忤斯課程，源自英國聖公會，現由宗教教

育中心出版，在信徒培育及慕道者有全面的信

仰陶造，當中同行者的設計能引帶初信者及新

朋友投入教堂生活。

本牧區已推行15屆。當中發展教友對個人關顧及福傳的熱切和委身。 5 4 4 4

5. Alpha  Course (啟發課程)

23 8 5 香港島 聖路加堂 成人啟發 傳道部 -- 參加者投入，但課程之後須跟進 2 4 3 4

24 22 17 香港島 聖士提反堂 啟發課程 傳道培育部
牧區每年於復活節後舉行啟發課程，為期10周

，以配合洗禮班的預工項目

牧區已舉行五屆啟發課程，除第一屆外，其後各屆啟發的義工大部份由上屆啟發信主受洗的教友擔任，他

們非常投入，促進了他們對教會的歸屬感。另一方面，每屆啟發參加人數平均達30人，連同工作人員合共

60多人，人手負擔其重，晚膳及課程費用不少。

5 5 5 5

25 56 31 香港島 北角聖彼得堂 啟發課程之事前訓練 -- -- 用了一年時間研究、討論和計劃，動用了很多組長、招待及相關工作人員和採排，反應相當好。 -- -- -- --

26 57 31 香港島 北角聖彼得堂
美滿婚姻課程及兒童

親子教育課程
-- -- 大概有5個家庭參與，出席85%，每月一次，大都表示有所得着。 -- -- -- --

27 1 1 東九龍
Resurrection

Church
Alpha Course Alpha rep

Parish volunteers under leadership of priest

attend Alpha conference and training videos
-- 3 4 2 3

28 2 1 東九龍
Resurrection

Church
Alpha Marriage

volunteer

couples
very easy (video training and church support) We usually get small numbers and volunteers prepare meals 2 4 2 3

29 3 1 東九龍
Resurrection

Church
Alpha Parenting volunteers

very easy (video base training and church

support)
This course is in high XXX from parents who invite their friends. 2 3 2 4

30 36 21 東九龍 靈風堂 啟發婚姻課程 伉儷部
以信仰角度透過學習和分享，幫助夫妻建立一

生一世的美滿婚姻 (今年是第三屆)

由於是在晚上舉行，需動員約10多位教友準備晚膳及佈置特色的場地(他們也從中學習事奉和分享)，課程

除有牧者和資深教友分享外，也有伉儷部部員分享，曾參加的教友王動推介給新婚夫婦參與，也在崇拜中

分享，讓信主的夫婦得牧養，更向慕道的男女(特別是準婚的) 傳揚基督教的婚姻觀和信仰。

4 5 4 4

31 71 41 東九龍 基督顯光堂 啟發親子課程 校園事工
啟發親子課程為10課有關建立家庭生活及如何

教養子女的課程。

需事先籌組人員協助活動/課程的進行，並請協助人員預先熟悉有關影片內容及課題，有助於活動/課程中

促進討論。如能在聯絡、接待及跟進上安排周詳，則有助他們日後家長團契。
4 3 4 5

32 26 18 西九龍 荊冕堂 啟發婚姻課程 同工及家庭部 -- -- -- -- -- --

33 32 20 西九龍 青山聖彼得堂 成年啟發課程 家庭區主力
透過早餐或晚膳團契，讓參加者在輕鬆氣氛下

於小組中認識信仰

和「三福」配合，是過去本牧區非常有力接觸家長(特別是幼稚園)的傳福音配套，在跟進和栽培上緊扣，

減低流失率。不過預備場地和食物及營會功夫不少，需一定人力物力資源。
3 5 5 5

34 58 32 西九龍 聖馬提亞堂 啟發課程
教牧/傳道部/

成年部

 牧區每年由教牧/傳道部/成年部舉辦啟發課程

，邀請新朋友、學生家長或教友的親友參加，

從而認識基督教的信仰

本堂最近10年，差不多每一年皆主辦「啟發課程」，透過課程中的信仰專題，晚膳安排，小組分享等活動

，接觸元朗區內的新朋友、學生家長及教友的親友。因需要大量人力、物力（金錢），推行難度高（IE=

⑤），但可提昇工作人員之宣教熱誠（IM=⑤）。本堂也因此課程吸納了若干人受洗（每年約4-8人）加入

教會（IN=④），值得推介（IW=⑤）。

5 5 4 5

35 73 43 西九龍 聖腓力堂 美滿婚姻課程 培育部 本牧區已推行3屆。當中發展教友對基督徒婚姻的認識，在婚姻中如何建立和相愛的精神。 5 3 3 4

6. 初信慕道班 / 學道班 / 初信栽培班

36 46 26 香港島 聖約翰座堂 Evangelism workshop Clergy
The workshop was a one-time training, organized

by the Filipino congregation.

It was well attended with about 60-70 people in attendance. Besides the lecture, people had a good time of

sharing their testimony of bringing people to faith.
4 4 3 4

37 84 48 東九龍
Shatin Anglican

Church
Christianity Explored Pastor

Originated from All Souls, Langham Place. It is a 7-week course that introduces non-Christians to Christianity

through the gospel of Mark.
1 4 4 5

38 43 25 西九龍
St Andrew's

Church

Christianity Explored

Course
Mission

An evangelistic and informal course originated

from England is designed to help anyone who

wants to investigate Christianity by using Mark's

Gospel

It is relatively easy to run (IE=3) because it comes with very good leaders' guide and great quality teaching on

DVD to support the leaders. It has profound effects on participants (IW=5). We have good number of people

became Christians after the course (IN=4) and it increases leaders' enthusiasm in evangelism (IM=4)

3 4 4 5

39 47 27 西九龍 聖約瑟堂
婦女部及成年部栽培

聚會

牧師/婦女部/

成年部
-- 增加教友對聖經的認識 2 3 3 3

40 84 49 西九龍 諸聖座堂 洗禮慕道班 教牧
由牧師教導不同信仰主題，由教友帶領參加者

小組分享

舉行至洗禮後，洗禮慕道班並非完結，而是繼續栽培參加者。由教友充當的組長，會自動成為培育小組的

負責人至少兩年，跟進初禮的弟兄姊妹。
2 4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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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查經班/細胞小組 /團契

41 30 19 東九龍 頌主堂 查經班 成人團契 每月1次的查經，供教友、初信和未信者參加 成員時間比較難遷就 5 5 3 4

42 63 34 西九龍 主愛堂 周五查經班 牧師
以成年人為主要對象，以家庭相處為主幹參加

者出席率高。
學習從聖經中怎樣面對壓力，與家人怎樣相處、包容，讓家庭成為有愛的家。 5 4 3 4

43 11 10
澳門傳道

地區
澳門聖馬可堂

「信仰經中尋」學道

查經班
傳道部

內容以《福音性研經》或《一針見血的福音》

為參考之研經班

恆常性─每季皆可邀請親友或初到牧區未信主而慕道者;互動研經─讓尋找信仰的朋友第一身投入，了解

福音；彈性而組合容易，是教會面對不同年齡背景組別，「入門」極佳工具。
3 5 5 5

8. 家長班 / 親子班 / 兒童組

44 23 17 香港島 聖士提反堂 家長組 傳道培育部
家長組主要接待由小學'幼稚園及主日學而來的

家長，提供一連串信仰培育的內容

家長組主要分為多個階段，以配合家長本身的信仰情況，例如入門班、基礎班、進深班、主日查經班和職

青家長組等，近年牧區家長人數不斷增加，藉着家長組的宣教及培育，循序引導他們參加教會生活、受洗

及事奉，成果顯著。

5 5 5 5

45 69 40 香港島 聖恩堂 家庭團契 全堂
參照全心出版社「一針見血的福音」與幼稚園

家長分享生活及家庭的困難。
每次聚會，每個參與家庭帶一款餸菜來，一起晚飯。 4 4 4 5

46 87 50 香港島
Emmanuel

Church
Parents' prayer group Once a week It attracts about 10 adults and has been running for 3 years. It has brought new members to Emmanuel -- -- -- --

47 16 13 東九龍 聖馬可堂 親子詩歌分享會
傳道部及培育

部
由本堂敬拜隊領詩，對象是未信主學生及家長 試辦，出席者(兒童及家長)，反應很好 4 5 3 5

48 29 19 東九龍 頌主堂 家長讚美操 探訪部
學期間家長送同學上課後每周2次舉行讚美操

一起聯誼
場地和導師比較難安排 5 3 3 3

49 72 41 東九龍 基督顯光堂 家長團契 校園事工
在學生上課時間，家長每星期1次共聚，彼此

學習、分享、支持。
配合學生家長的需要，訂定聖經中不同的主題，以輕鬆的手法，使學生家長/初信者更能投入。 4 4 3 5

50 75 44 東九龍 聖三一座堂 家長班 主日學部
每周主日早午堂主日學各舉辦一組家長班，向

主日學家長傳福音

由於本座堂牧養3所幼稚園及兩所小學，故此每年均有大批新生家長攜同子女參與主日學，並經由主日學

部家長班認識福音，後參與洗禮學道班及家庭團契，繼而加入教會熱心事奉。
3 4 5 5

51 76 44 東九龍 聖三一座堂 家庭團契(14個)
家庭事工委員

會

本堂成立以針對培育兒童歌詠及向家長宣教作

為目標。

家庭團契聚會主要於周五、周六晚上或主日崇拜前後進行。對象為青年夫婦、成年教友、退休兄姊、新領

洗青年家庭、按地區成年教友、早堂/午堂主日學家長等，由於組別不斷增加，關顧領人手亦相應加增。
3 4 4 4

52 77 44 東九龍 聖三一座堂 聖三一兒童合唱團

聖三一兒童合

唱團管理委員

會

本堂現共有14組家庭團契，每周均有不同團契

聚會，讓慕道者加入。

聖三一兒童合唱團成立超過10年，在邀請導師及收生均有壓力，尤其高小至中學階段更難招收新成員。惟

每年均舉行的周年音樂會都有大批家長及學員親友作宣教對象，部份亦因此而扶老攜弱參與教會主日學、

崇拜、慕道班及家庭團契等。

5 4 4 4

53 78 45 東九龍 聖提多堂 讚美操 宣教
透過詩歌、舞蹈敬拜讚美、提升靈命質素、吸

引未信者加入、傳福音

由於所需時間是早上，本堂大部份教友需要工作，人手未如理想(IE=○3)，透過讚美操建立團隊精神及福

傳意識(IM=○4)，信主人數理想，但不是全數到聖提多堂聚會(IN=○3)，仍然值得持續拓展此項事工(IW=

○4)。

3 4 3 4

54 79 45 東九龍 聖提多堂 婦女家校 註校同工
透過家校合作，向家長及學生傳揚福音，藉著

不同活動作接觸點，建立關係。

由於傳統家庭信仰，教會所舉辦的活動，未必能吸引大部份家長(IE=3)，提供禾場鼓勵堂內弟兄姊妹參與

，提升宣教熱誠(IM=4)，人數增長還有待觀察，但在改善中(IN=3)，值得持續拓展，增進堂校合作的機會

(IW=4)。

3 4 3 4

55 40 24 西九龍 基愛堂 樂愛小組 (家長工作) 牧師/傳道同工
基愛小學家長聚會(星期一 1:30-3:00)，內容為

詩歌、主題分享和分組
-- 2 4 3 4

56 41 24 西九龍 基愛堂 樂天倫 (家長工作)
學校福音事工

同工

基福小學家長聚會(星期三 1:30-3:00，每兩星期

一次)，內容為詩歌、主題分享和分組
-- 2 4 3 4

57 60 32 西九龍 聖馬提亞堂 親子課程（青少年）
教牧/元朗東福

音小組

牧區與中學合作，近2年推行親子課程（青少

年），接納中學學生家長及教友的親友、朋友

參加！

每年舉行2階段課程（合共10周），需要至少5位講員，及十多位工作人員，課程的手冊內容精要。推行不

會太困難（IE=③），各工作人員/導師之宣教熱可獲提昇（IM=④）。但每期大約有20人參加，接觸新朋

友人數有限（IN=③）。但課程手冊及其設計很有心思。故值得推介（IW=④）。

3 4 3 4

58 65 38 西九龍 基督顯現堂
家長團契(幼稚園及小

學)
傳道部

每周聚會1次，學習及分享育兒心得，體會上

帝恩典

由傳道同工與傳部合力在各校(三間小學及幼稚園)建立家長團契，藉此將福音傳播，提升家長與教會的接

觸機會。現由家長開始至洗禮加入教會之弟兄姊妹人數比例，亦十分高，建立長遠的情誼，令福音廣傳，

是值得推介的。

4 5 4 5

59 4 3
澳門傳道

地區

澳門聖士提反

堂
兒童德性發展活動 宣教牧養小組

與聖公會地區社服中心合作，在「暑期託管

班」小五、六級兒童中舉行

以生命教育故事、《聖經》金句、禱文、創意勞美、詩歌及遊戲等。已舉辦五年以上，吸引兒童及家長前

來教堂；兒童且參加主日學。
2 4 4 4

60 10 10
澳門傳道

地區
澳門聖馬可堂

「主日家點心」家長

班

傳道部/主日學

部

外展本堂附屬幼稚園及小學家長班，藉家長教

育分享信仰

與主日學同學招生，一來主日學生亦較前穩定；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每星期1小時，崇拜與主日學同

時進行; 下學期經常出席家長，已全數參加接續之信仰入門班。
3 4 4 4

p.3



牧區及傳道區宣教項目普查問卷 (值得推介的項目) (第五稿 2015.11.25)

Sub No.
Master

No
Qnaire Ref

Diocese/

Missionary

Area

Church

Name of

recommendable

mission work

Responsible

party
Introduction of the project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Index of

Execution

(IE)

Index of

enhancing

enthusiasm for

mission (IM)

Index of

increasing

the no. of

church

members

(IN)

Index of

Recommenda

ble &

Willingness to

share (IW)

9. 長者

61 5 4 香港島 聖提摩太堂 長者院舍佈道會 耆英部

與每月三次也為長者院舍舉辦活動的受眾舉行

每年一次的佈道會，建立平台讓他們有機會決

志

1)長期與受眾接觸，已建立關係，只是平日(周末崇拜, IE4)也是單向式福音簡述，未能讓長者表態/表達信

仰觀點。 2)推行並非困難，只是一小時的佈道會，有長者見證分享、短講、牧師訊息和個人跟進。 3)在活

動中眼見有些平日也無動於衷的長者，都表示信主，令參與教友宣教熱誠也提升了(IM4) 4)可惜大部份居

院舍長者思路並不清晰，決志後會忘記，又或有反覆情況，故IN指數很低 (IN2) 5) 活動很有意義 (IW4)

4 4 2 3

62 6 4 香港島 聖提摩太堂 長者院舍福音活動
耆英部//牧養

同工
每周福音訊息分享

1) IE 4:於平日時間舉行，主講倚賴牧者及牧養同工分擔；協助義工負責關顧工作，由於在平日舉行，只有

不用上班兄姊協助。2)IM2:主要是關顧工作及訊息為主，難有成效幫助提升。3)IN2: 此活動乃長期工作，

而過去約6-8年令3位長者領洗歸信基督  4) IW4: 每周見到熟愁的面孔，亦讓他們透過我們的關心感受基督

的愛，故仍然覺很有意義。

3 2 2 4

63 70 40 香港島 聖恩堂 開心下午茶 長者

參與者均為60歲以上，聚會內容包括磅重、量

血壓、分享、唱詩、遊戲、茶點。透過以上活

動，讓長者認識信仰。每逢節日會與一班長者

歡度及聚餐，讓他們明白中國人也可接受基

督。

-- 4 4 4 5

64 39 22 東九龍 聖匠堂 長者佈道會

長者福音事工

小組與長者地

區中心合辦

每年透過社服單位讓會員有機會得聞福音。

推行難度是3因教會在平日日子裹舉行佈道會欠缺人手。IM及IN都是1，因教友參與率低。但整體推介是2

，長者福音事工確實需要發展，然而上年度因牧者轉換及宣教同工極缺欠，加上以往也欠缺對這福音事工

的策略，所以福音果效極難；但今年本堂在策劃福音事工有所更新，佈道會將會復行，盼望能得以改善，

讓長者也及早得聞福音。

4 1 1 3

10. 暑期活動

65 9 7 東九龍 基樂堂 暑期聖經班 --
本堂第一次舉辦，主要對象是屬校內的學生和

家長

透過是次活動，使堂內教友的侍奉熱誠和歸屬感增加，提升能力感。另一特點，是一些屬其他聖公會教堂

的較小參與的教友，藉著這次侍奉，重燃侍奉熱誠和方向，並立志在本堂多參與和侍奉。
2 4 2 3

66 28 19 東九龍 頌主堂 暑期聖經班 主日學部 每年暑期為兩校學生舉行聖經班，推廣福音。 全堂主日學導師及中學組學生都參予 3 4 3 4

11. 學校福音工作

67 24 17 香港島 聖士提反堂 駐校學生福音工作 牧者/幹事
牧區內共有8所聖公會中、小、幼學校，堂校

福音工作非常重要

牧區現有2.5個同工負責學生福音工作，經常到學校，參與學生福音活動，協助牧者與學校和宗教科老師

合作，共同籌備活動。每有學生大型福音活動，便會聯同牧區青年一齊參與主持。對堂校聯繫擔當重要角

色，惟學生回教堂人數不多，成效得來不易。

5 4 3 5

68 91 53 香港島 弘道堂 基督少年軍 全堂/學校

承接小學參加基督少年軍初級組別的小六畢業

同學，由教堂舉辦中級組別，讓其升中後可繼

續回校參與有關事工，亦藉此組成青少年團

契。

選擇及培訓導師有難度，因要安排在周六/日集會。另需要學校及初級組導師協助宣傳推介，待升讀中學

同學可繼續其使命。
4 3 3 3

69 17 13 東九龍 聖馬可堂 堂校佈道會
堂及學校宗教

組
每年一次向學生佈道(全校)，有學生決志信主 在校跟進較方便，但因路途遠，學生不容易返回教堂 4 4 3 4

70 13 11 東九龍 慈光堂
學校母親節佈道會及

跟進(親子小組)

傳道部/全堂

(牧養部)

牧區與堂校(幼稚園)合辦，隔年舉行一次，傳

福音對象主要為學校家長。

涉及大量人手，包括教友及學校老師，也需與學校有緊密溝通，並需配合其他堂校福傳預工，如家長及兒

童團契等。(IE=4) 推動全堂參與，可提昇教友對佈道的熱誠，並有助發展堂校福傳工作；另跟進工作（為

期六次親子小組）讓教友更多投入、更埋身接觸福傳對象。(IM=4)決志人數雖多，但跟進工作不易，裁培

初信或慕道者也需時間和人力。(IN=4)

4 4 4 4

71 82 47
澳門傳道

地區
澳門聖保羅堂 「愛回家」團契 青少年部

由學生組成，在牧師和導師帶領下，加強團友

之間關係，使他們在信仰上更加扎根。

透過每年一次「台港生活體驗營」吸引學生參加團契，但參加人數未理想(IE=3)；能加強團友間彼此關心

和信仰的提升(IM=4)；增長人數未如理想(IN=3)-->IW=5
3 4 3 5

72 83 47
澳門傳道

地區
澳門聖保羅堂 台港生活體驗營 學校/青少年部

每年於暑假前舉辦1次，讓學生透過活動，更

加認識信仰。

雖是每年一次，但導師日後要跟進學生工作，找合適導師有難度(IE=3)；可以讓學生更加認識信仰

(IM=4)；促進教會人數增長(IN=3)-->IW=5
3 4 3 5

12. 營會

73 21 14 香港島 聖雅各堂 聖雅各小學福音營 青年部 -- -- 3 4 3 3

74 34 21 東九龍 靈風堂 中一福音營 青少年部

分別於一月為曾肇添中學(31年)和林裘謀中學(6

年)約25-30名中一生於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三

日雨夜的福音營

選擇一月舉行是遷就上學期學校考試後的假期，除主持活動由堂內的大專生和傳道同工外，分組組長由學

校基督徒團契的職員負責，部份職員亦可任敬拜隊成員。營後可同時在學校和教會有跟進栽培，邀請加入

堂和校的團契。而曾在福言營負責的部員和組長的宣教熱誠大大提升。

4 5 4 4

75 54 30 東九龍 牧愛堂 牧區小學畢業福音營
傳道同工/宣教

部

每年畢業前舉行3日2夜營會，自990年舉辦至

今無間斷已經25年。

難度在於需要大量義工當組長和工作人員(IE3)，每次參加幫手的兄姊都被挑旺服侍心志(IM4，)每年暑假都

約有20名學生加入團契(IN4)，本堂過濾積了很多經驗，而且現時教堂許多兄姊均由此事工而來到教堂

(IW4)。

3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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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66 38 西九龍 基督顯現堂 青少年福音營 青少年部
由青少年推行及策劃，供70多名高小至初中生

參與3天2夜之營會

由青少年策劃既可有傳道及籌辦營會的經驗，也可與70多位小學生分享福音，讓他們認識福音及教會，也

因而參與教會團契活動。
4 4 4 4

13. 關懷工作 / 探訪

77 80 45 東九龍 聖提多堂 院牧事工 牧者
透過沙田區院牧部邀請區內教會參與，定期或

不定期活動及崇拜，促進社區關懷。

活動時間多數於工作日，故教友參與率較低(IE=3)，雖然參與人數未如理想，但也會禱告記念及支持，熱

誠可見(IM=3)，因院友大部份體弱，未能參與教會聚會，也難接觸其家人(IN=3)，也都值得拓展及推介，

讓教友可學習關懷社區，從而提升福傳和關懷心志(IW=4)。

3 3 3 4

78 64 34 西九龍 主愛堂 關懷訓練基礎課程
牧師及傳道同

工
與心意行動合辦，一連4個星期，為期4堂。 訓練教友對鄰舍關懷的技巧，推動在生命中關懷身邊的親友，激發他們的熱心。 4 4 4 4

14. 崇拜

79 7 4 香港島 聖提摩太堂 長者周末崇拜(院舍) 耆英部 每月三次福音訊息

1) IE 3:這間院舍需要協助推輪椅長者集中到飯堂進行活動，故需要體力較大的義工。 2)IM2: 主要是關顧及

訊息分享，難有可見成效得到滿足感和提升該指數。 3) IN2: 此活動乃長期工作。4)IW4: 於定期活動與長者

建立關係，並透過關顧工作讓他們感受上主的愛與溫暖，活動有意義，值得推介。

3 2 2 4

80 42 24 西九龍 基愛堂 兒童崇拜 崇拜部
11am-12:15pm 與主日崇拜同時進行，由兒童及

少年人負責，家長可參加主日崇拜
兒童可有恆常之崇拜為日後參加主日崇拜作準備 3 4 5 5

15. 節日性活動

81 12 10
澳門傳道

地區
澳門聖馬可堂 大齋期閱讀 培育部

閱讀《標竿人生》、《上帝與人間苦難》、

《為甚麼要我信耶穌》等書籍小組

近兩年在大齋節閱讀基督教基礎信仰書籍之分享小組，原來教友加增信仰基礎及熱誠，未信主朋友亦態度

投入，帶組亦容易!
3 5 5 5

16. 其他佈道性質的活動

82 20 14 香港島 聖雅各堂 聖雅各飯局 傳道部 由信徒主領，帶領朋友赴會，分享信仰 -- 3 4 4 4

83 15 11 東九龍 慈光堂 福音旅行 傳道部/全堂
較軟性的福音聚會。在出發前邀請藝人分享見

證，之後去燒烤。

推動教友們自行邀請親朋好友出席；參與的教友們也需有接待新朋友的主動性。(IE=4)旅行或藝人分享皆

是作邀請的原因，故提高教友邀請親友的機會。（IM=5）新朋友原為家人或教友相熟的朋友，日後再作邀

請會更易。(IN=5)

4 5 5 5

84 18 13 東九龍 聖馬可堂 福音揮春迎新歲 傳道部
由教友書寫揮春，在主日下午向鄰近街坊派發

，介紹教堂
教友可投入準備，有助培育心志。加強街坊對教堂認識及接觸 2 4 2 4

85 35 21 東九龍 靈風堂 歌舞佳音在沙田
宣教部/婦女

部/青少年部

和沙田醫院院牧部合辦院友聚會，與院友及家

屬歡度周末(在八月份一個周末下午，約2小時

，已3年)

內容有詩歌分享、讚美操、信息分享及個別關懷。參加的院友經院牧邀請，在精神和健康可以的話，由教

友和青少年義工推輪椅來參加。此活動約動員40人主領和服事，同時間提升不同年紀的教友的宣教熱誠，

院方亦十分欣賞各人的熱心和事奉，將會成為每年的活動項目。

4 5 2 4

86 44 25 西九龍
St Andrew's

Church
Mission Fair Mission

An annual mission focus weekend with guest

speakers on specific topics and global partners

(mission partners) will be invited.

It does take up lots of preparation, invitation, promotion, etc (IE=5). It challenges church members to be involved

in mission (IM=4). As church members' awareness of mission increases, it can produce more church members

(IN=3). The effectiveness is probablymore long-term (IW=3)

5 4 3 3

87 45 25 西九龍
St Andrew's

Church
Mission Focus Sunday Mission

A monthly introduction of various mission work

that we encourage church member to be involved

by prayer, giving and participating during Sunday

service.

It does take preparations to give good presentation of 5-10 minutes (IE=3). It continuously increases awareness

of mission among church members (IM=4). It is effective because it is not one off promotion but continuous

education (IW=3). Ultimately, it produces more church members (IN=3)

3 4 3 3

88 85 49 西九龍 諸聖座堂 街坊盆菜宴 傳道部
邀請牧區內屬校及社區組織中有需要的家庭，

與他們分享主的愛
此活動成功連繫牧區中的各單位，並可教導教友以行動表達愛和傳揚福音。 4 4 4 4

89 61 33
澳門傳道

地區
Morrison Chapel -- -- -- --

The Revd Stephen Durie said,'The key to church growth has been providing ministries that folks need like inspiring music and worship, inspiring testimonies and messages, invitations for prayer ministry

after services, men' and women's gatherings, youth fellowship and Sunday school etc.

I find that evangelism happens naturally and gradually as we preach the Word faithfully share testimonies, encourage prayer groups, and seek to meet peoples spiritual and other needs.

It would be good if you could be more assertive about evangelistic programs and events in MC but to date we aren't "there" yet. We have been in a process of laying foundations for church growth. Its

pointless to do evangelism if there is not a healthy church community for people to grow and participate in.'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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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其他教堂活動

90 81 46 香港島 主誕堂 陶造生命工程 牧養小組

牧區責任之一乃需牧養區內居民，陶造生命工

程便是以牧養區內兩所學校之中一學生為任，

並藉此機會介紹基督教信仰。項目集合堂、

校、社服三方的力量，為兩所中一同學設計一

個全面的成長課程，幫助學員建立自信、自

愛、自重和責任感，加強學員抗逆能力，並透

過成長嚮導員的薰陶認識福音。整個課程分為

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期兩年，由中一至中二

，第二階段由中三至中六，而第三階段由大專

至畢業。現階段正在推行著第一和第二階段，

所接觸的學員已超過一百名。

計劃中，堂、校及社服各自分擔其專業角色：計劃由教堂主導，並由教友參與設計及帶領各項的活動；學

校方面，校長的支持是重要的一環，兩校校長都派出各兩名老師負責校內小組的支援、派發及收回各項活

動的通告，因得著校方的支持，家長及學生都對計劃有信心，並且積極參與各項活動，加上老師在其中協

調，能免除與其它課外活動相撞的機會，學生的出席便能得到保證。社服的角色由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馬

鞍山青年綜合服務中心派出註冊社工全職跟進、安排各項活動及所有文職工作，使計劃能順利地推展，是

重要的一環，並且因著註冊社工是基督徒的關係，在團契、崇拜、和介紹福音的時候，更能配合教友，彼

此同心見證福音。再加上中心為成長嚮導員(教友)提供專業培訓，讓成長嚮導員能在建立學員的同時建立

自己，達至教學相長。項目最重要的部份就是教友的參與，只有教友的投入才能完全地發揮陶造生命的理

念；藉著上帝恩手所建立的生命去陶造生命，以生命影響生命，成長嚮導員無須受甚麼神學訓練，只需付

上主所賜的愛心，以一份基督徒的生命去接觸另一個生命，讓基督在他們裏面的光，成為學員的明燈，照

亮著他們的成長路。此項計劃的難度主要是有兩項：

4 4 5 5

第一階段的內容包括校內學習小組、體驗活動

(如：職場、生死教育、義工、報佳音等)、自

我及團隊訓練營會、教友家長親子大本營、每

月團契及每月崇拜體驗、每月家長小組。而第

二階段內容包括建立個人目標，及完成目標的

整全計劃和跟進。第三階段是人生使命的建立

及完成策劃。

1. 籌募經費：第一階段因要向福利協會購買服務，故此需要八十萬作兩年服務及項目的開支，若計劃須

持續推行的話，費用將因工資上升而相對提升，財政負擔是教堂一項非常沉重的壓力。以主誕堂的經濟實

難維持，現仍在籌募著2016-2017經費，歡迎自由奉獻。

2. 鼓勵教友參與：在我們的經驗裏，起初召募成長嚮導員時，的確遇不少困難，因為弟兄姊妹憂慮自己

能力不足或未能全身投入，害怕會影響計劃。但當計劃進行後，他們卻體會到，大部份行政工作已由協

會、註冊社工及教堂同工處理，他們只需適當地抽出時間參與，與學員交流。期後，他們看見彼此之間的

成長(學員與教友)，便更明白計劃的意義和價值。在計劃進行期間，學員會經常出現於教堂，教友的一言

和一行及他們對學員的關懷與對話，成為此項計劃成功因素之一。另外，為了籌集計劃經費，先後舉辦步

行籌款及音樂會，使全體教友總動員、學校老師和友堂弟兄姊妹都參與其中，讓他們對計劃更了解和更關

心，最終此項計劃變成我們主誕堂的一部份。

最後，經過推行了這項計劃(本年第七屆)，讓主誕堂的弟兄姊妹更能了解和明白作為信徒宣教和牧養的使

命，及作為聖公會牧區的責任，不是只牧養及關顧教堂內的教友，而是整個牧區可接觸的居民。

91 48 27 西九龍 聖約瑟堂 詩班練習及團契 婦女團/詩班 -- 增進詩班員對聖樂的認識/ 增進詩班員的靈命/增進詩班員的歸屬感和彼此關心 4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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