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事分享 

1. 直播崇拜：上午 10:00 透過 youtube(賬號：彩福堂 cfc，請大家訂閱)

網上直播(09:45 已可上網)。該片於教會網頁上留存，直至下一個星

期三中午 12:00。 

2. 「Focus．凝望」–受難節默觀祈禱會： 

日   期： 4月 2日（星期五） 

時   間： 下午 3:00–晚上 8:00 (每時段約個半小時) 

地   點： 八福亭 

內   容： 默想苦路十四站，紀念主的受苦。 

疫情所限，不能多於四人聚會，因此安排分流。每時段四人，透過

「苦路十四站」，默想主的受苦。 

請弟兄姊妹選擇不同時段，透過 whatsapp 5315 3523(只供報名)、

Google Form       或致電教會 2753 8066報名參加。疫情關係，額

滿即止，不設即場報名。 

    時 段    時 間  

  一 ‥‥‥‥ 3:00–4:30  

  二 ‥‥‥‥ 3:30–5:00  

  三 ‥‥‥‥ 4:00–5:30 已滿額 

  四 ‥‥‥‥ 4:30–6:00  

  五 ‥‥‥‥ 5:00–6:30  

  六 ‥‥‥‥ 5:30–7:00  

  七 ‥‥‥‥ 6:00–7:30  

  八 ‥‥‥‥ 6:30–8:00  

  九 ‥‥‥‥ 7:00–8:30  

  十 ‥‥‥‥ 7:30–9:00  

    十一 ‥‥‥‥ 8:00–9:30  



3. 「Focus．凝望」–預苦期靈修短片：3月 8日開始，逢星期一、三、

五透過組長群組發放，未入小組可上教會網頁收看。一同預備心靈，

在預苦期默想主愛。 

4. 主日網上祈禱會： 

時間：上午 11:15–12:00(主日崇拜後)，11:20可登入準備。 

透過 ZOOM 平台參與。弟兄姊妹可透過組長群組轉發連結或於教

會網頁 http://www.choifook.org登入「最新消息」參加，一同祈禱守

望。 

5. 4月聖餐安排：定於 4月 25日舉行。弟兄姊妹可於辦公時間內回教

會索取「聖餐套裝」，可以一同領受。 

6. 同工消息： 

1. 中心社工李小華姊妹已向中心請辭，工作至 3月底離職。衷心

多謝她過去五年多的事奉，願神帶領她的前路。 

2. 新聘「福音幹事」胡浩揚弟兄將於 4月 1日上班。 

 

 

 

 

 

 

 

 

 



7.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彩福堂有限公司報告： 

一、 創會成員會員大會議決摘要： 
 1.1  確認六位創會成員名單 ：梅德祥、張耀忠、陳愛和、 

蔡子健、陳永就、鄺士山 
眾通過 

 1.2 確認(第一屆)執事會成員名單：梅德祥、張耀忠、 
陳愛和、蔡子健、陳永就、鄺士山 
眾通過 

 1.3 (第一屆)執事任期至召開(第一屆)周年會友大會，選出
新一屆執事為止 
眾通過 

 1.4 接收「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彩福
堂」資產轉移 
眾通過 

二、 第一屆執事會議決摘要： 
 2.1 互選崗位：主席：梅德祥、副主席：張耀忠、司庫： 

陳愛和、秘書：蔡子健 
眾通過 

 2.2 商議召開(第一屆)周年會友大會日期、時間及地點 
初步商議日期：5月 30日(日) 
時間：下午 1:00 
地點：八福亭 
眾通過 

 2.3 開設銀行戶口及授權安排 
授權梅德祥、張耀忠、陳愛和、陳永就四位中其中兩位
簽署方為有效   
眾通過 

 2.4 去信「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通知本公司已成立，並
接收「香港基督教播道會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彩福堂」的
相關資產。 
眾通過 

 2.5 去信稅務局通知「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中國基督教
播道會彩福堂」的免稅資格已轉移至本公司 
眾通過 

 2.6 確認「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彩福
堂」現時全體僱員的年資及薪酬福利，轉移至本公司 
眾通過 

 2.7 處理強積金事宜及授權安排 
授權梅德祥、張耀忠、陳愛和、陳永就四位中其中兩位
簽署方為有效  
眾通過 



8.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彩福堂鄰舍家庭服務中心有限公司報告： 

一、 創會成員會員大會議決摘要： 

 1.1  確認六位創會成員名單 ：梅德祥、張耀忠、陳愛和、 

蔡子健、陳永就、鄺士山 

眾通過 

 1.2 確認(第一屆) 董事 

梅德祥、張耀忠、陳愛和、蔡子健、陳永就、鄺士山 

眾通過 

 1.3 (第一屆)執事任期至召開(第一屆)周年會友大會，選出
新一屆董事為止 

眾通過 

 1.4 接收「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彩福
堂鄰舍家庭服務中心」資產轉移 

眾通過 

二、 第一屆董事會議決摘要： 

 2.1 互選崗位 

主席：梅德祥、副主席：張耀忠、司庫：陳愛和、 

秘書：蔡子健 

眾通過 

 2.2 商議召開(第一屆)周年會友大會日期、時間及地點 

初步商議日期：5月 30日(日) 

時間：下午 2:00 

地點：八福亭 

眾通過 

 2.3 通過(第一屆)「基本會員」名單 

梅德祥、張耀忠、陳愛和、蔡子健、陳永就、鄺士山 

眾通過 

 2.4 開設銀行戶口及授權安排 

授權梅德祥、張耀忠、陳愛和、陳永就四位中其中兩位
簽署方為有效 

眾通過 

 2.4 處理租務及授權安排 

授權梅德祥、張耀忠、陳愛和、陳永就四位中其中兩位
簽署方為有效 

眾通過 

 2.5 去信「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通知本公司已成立，並
接收「香港基督教播道會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彩福堂鄰
舍家庭服務中心」的相關資產。 

眾通過 



 2.6 去信稅務局通知「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中國基督教
播道會彩福堂鄰舍家庭服務中心」的免稅資格已轉移
至本公司 

眾通過 

 2.7 處理強積金事宜及授權安排 

授權梅德祥、張耀忠、陳愛和、陳永就四位中其中兩位
簽署方為有效 

眾通過 

9. 「心意饋贈．播道同行」計劃： 

由總會「幸福同行基金」撥款，委託慈惠部執行。希望透過計劃， 

為失業或開工不足的會友，送上心意，彼此同行。 

日 期： 2020年 12月 1日–2021年 3月 31日 

對 象： 因疫情失業或開工不足，家庭經濟受影響的播道會友或恆

常參與聚會人士。 

金 額： $3,000(一次過禮金，由總會批核)。 

詳細內容，弟兄姊妹可向教牧同工查詢，願同行分享主愛。 

10.  李彩嫻宣教士英國資訊：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COCM關懷香港新移民事工： 

COCM 已經為這事工開展了以下幾個新項目，歡迎你進入本差會網

站 https://www.cocm.org.uk/tc-2或按入以下連結瀏覽或報名： 

1) 社交平台 --- 廣東話播客相聚半粒鐘 •A podcast on Anchor 

https://anchor.fm/cocmlivingwater-cantonese 

2) 華人移居英國諮詢 --- 電話熱線/whatsapp/signal 

華人移居英國諮詢：+44 7835-711399 

3) 南英倫復活節營會 ---[客途天路]網上舉行，為在英國粵語華人而 

設，日期為 4 月 2-5 日，講員: 李思敬博士 。報名連結如下： 

SEEC – South England Easter Conference (seecuk.org.uk) 

11. 陳樂寬宣教士代禱短片：請於教會網頁 http://www.choifook.org登

入「最新消息」收看。 

 

三月份對外奉獻︰鄰舍家庭服務中心「家服」 

去年因疫情關係，「家服」的服務、活動和收入也大受影響。至本月

開始才陸續回復正常。求主保守，請大家奉獻支持。 

http://www.choifoo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