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 聖 教 會 

三十周年堂慶感恩主日崇拜 

 宣    召 ----------------------------------------------------------------- 眾坐 

 禱告讚美 ----------------------------------------------------------------- 眾坐 

 詩歌敬拜 及 見證分享 --------------------------------------------- 眾坐 

見證 : 藍美儀姊妹 

1. 頌讚全能上帝 

2. 因著信  

3. 立志擺上 

4. 弟兄姊妹 

 教會歷史回顧 ---------------------------------------------------------- 眾坐 

 讀    經 --------------------- 賽五十四 1-3 --------------------- 眾坐 

 證    道 --------------------- 袁海生牧師 ------------------------ 眾坐 

   講題：固橛、擴幔 

 回應詩歌 ------------------------- 立志擺上 ------------------------ 眾坐 

 奉    獻 ----------------------------------------------------------------- 眾坐 

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羅 12：1) 

 三 一 頌 ----------------------------------------------------------------- 眾立 

 祝    福 ------------------- 劉卓輝牧師 --------------------------- 眾立 

 崇拜完畢 默禱  

 歡迎嘉賓 ------------------- 劉卓輝牧師 --------------------------- 眾坐 

 堂慶報告及拍照 ---------- 鄒振國執事 --------------------------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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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慶感恩會 

主領 --------------------------------------------------------------------- 劉卓輝牧師 

感恩見證 --------------------------------------------------------------- 黎健聰傳道 

感恩見證 --------------------------------------------------------------- 鄒詠琪姊妹 

「舊曲新詞齊感恩」比賽 ----------------------------------------- 黎健聰傳道 

紀念品派發 ------------------------------------------------------------ 張雪華傳道 

 

三十周年堂慶感恩聚餐 

司儀 : 藍美寶姊妹 黃正傑弟兄 

致辭 --------------------------------------------------------------------- 鄒振國執事 

感恩分享 --------------------------------------------------------------- 劉卓輝牧師 

執事同工獻詩 --------- 生命湧出讚美，立志擺上 --------- 張煒澤執事 

謝飯祈禱 --------------------------------------------------------------- 劉卓輝牧師 

執事同工與嘉賓合照 ----------------------------------------------- 鄒振國執事 

教會歷史回顧 --------------------------------------- 鄒振國執事 卓偉強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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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於中聖教會三十周年堂慶之日 

堂主任 劉卓輝牧師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

說：「我十五歲立志求學；三十歲懂禮儀，說話做事有把握；

四十歲掌握了各種知識，可以不被迷惑；五十知道天命；六十

聽甚麼也能明辨真假是非；七十就隨心所欲，不會逾越規矩

了。 」相信不少人會引用孔子以上的說話來比喻年歲與生命

的關係，今天我也借用孔子的睿智來恭賀我們中聖教會三十

周年的生日，同時也借此鼓勵我們教會在三十周年這個大日

子真能懂禮儀而說話做事有把握。  

孔子所說的禮儀應是當時中國人生活上禮教中的一些習

慣、規矩與傳統，是當時各人需要學習、了解，以至明瞭的生

活之道，孔子正是強調三十之年應能掌握的道理，進一步而

言，人到四十歲就應掌握各種知識而不被世界其他事情迷惑。

今年中聖教會的建立正邁向第三十一年，借用孔子的推算，

我們每一位信徒今天對基督徒應有的信仰習慣、行為規矩與

教會傳統理應有很深的認識，信徒應有的靈修讀經生活、作

好見證榮耀上帝、教會所持守的信仰，我們每位信徒道理上

是皆能全盤掌握。那麼下一個十年，我們自己對教會又有何

期望呢？  

孔子說：四十而不惑，意思是四十歲的人因掌握知識而不

被迷惑。這會否就是我們教會對信徒未來十年的期望？就是

盼望信徒在人生各樣經歷中都不被環境擾動，仍堅定信靠我

們的主上帝，在我們的生命中無疑無悔地跟隨基督，為祂作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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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曾經提醒提摩太這年青人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

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你要以宣讀、勸勉、教導為念，直等到我來。」 (提前 4： 12)    

中聖教會的弟兄姊妹，甚願我們在教會三十周年這歷史

的里程碑中，真如孔子之見是三十之立，四十而不惑，就是說

話做事更有把握，有能力抗拒身旁各樣的誘惑，也願我們聽

取保羅吩咐，不輕看我們這過去三十年的年青歲月，未來更

可積極為人作榜樣，為主作見證，持守上帝交付我們的使命，

直到主耶穌基督回來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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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聖教會的流金歲月  執事會主席 鄒振國執事 

相遇將軍澳  

在 1987 年初， 我當時為中華聖潔會執事  ，教會因中聖書院

面臨前途的困境而尋索發展機會，並得知教會能夠在臨時房屋區

以象徵式一元租金租用社區設施，這也可作為教會拓展的第一步。

當時我不太熱衷此計劃，大家討論了多個地點，包括茜草灣及青

衣，當我從外地受訓回港後才知執事同工會最後決定承辦將軍澳

臨時房屋區作社區服務，當年將軍澳算偏僻，我便視作它是本地

短宣的一個事工。1988 年 10 月教會在將軍澳臨時房屋區的睦鄰中

心正式運作，最初只有中華聖潔會堂主任何敬賢牧師兼任開荒工

作，後來加入了洪利珠姑娘及陳新霞姊妹  ，我和太太和兩個女兒

每年中秋聖誕等節日便隨大隊到將軍澳事奉，一同參與辦晚會及

報佳音。  

想不到在 1992 年初何牧師在  神的引領下、竟然能為教會在

寶林邨尋找了一個 4,500 呎的新基址。因我在政府工作熟習程序，

眼見何牧師獨力承擔很多行政事務，而我又剛卸任執事崗位不久，

便自己湊齊有心的弟兄  (包括卓偉強、黃杏樞及周文偉 ) 成立一籌

備小组並自任组長，以便協助何牧師。我們正式去信政府申請承

租，呈交建築圖則， 監督裝修工程，申請慈善撥款，當中經歷  神

很大的恩典，親自見證一切都是從無變有。   

1994 年初，我心想籌備工作一切都很順利，到年中便可以遷

入新址，我問自己是否完成了一個計劃  (project)，然後便功成身退？  

但  神卻感動了我，看到  神賜给了美好的地方給我們，這地方是

寶林邨最寬敝及最方便辦服務及作為教會聚會的地方，而神更需

要人願意承擔福音拓展的使命，我與慧珍商量及禱告後， 願意踏

上了這一步，畢竟若不適應，也可以返回母會。但最困難的卻是兩

個女兒要離開教會兒時一起長大的同伴， 其實她們是很捨不得的， 

幸好詠琪能主動說服了妹妹文琪，於是我們向教會弟兄姊妹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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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跡後，一家便在 1994 年 6 月 19 來到中聖教會事奉。  

情繫寶林  

到中聖教會之初， 我主要承擔中心管理委員會主席一職，因

中心沒有政府的資助， 如何自負盈虧是一大困難， 感謝  主我們

很快便成功申請了租金津貼，加上幾年一次的賣旗籌款  ，中心服

務亦漸上軌道及頗受歡迎， 財政收支終於可以平衡及有盈餘，不

再有顧慮了。  

慧珍當年仍是中華聖潔會的執事  ，所以她主力協助洪姑娘服

侍教會的青少年人， 我們不想也不敢以「母會植堂隊」自居，願

意順服洪姑娘的帶領  ，畢竟她在將軍澳事奉多年  ，有她的牧會

方式，但其實彼此磨合也不容易，都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彼此互

信互助。 我在 1995 年獲委任為中聖書院校監， 面對轉辦直資及

申請擴建這兩大挑戰，  自己對中聖教會的事奉其實有一定的限

制  。  

感恩的是我可以與慧珍一直擔當青少年人的導師達十多年之

久，能與兩個女兒及她們的友伴在同一團契，亦師亦友，那種感覺

是很奇妙的  。慧珍也花了不少時間栽培一班少女組及文琪帶來的

同學、朋友。我與慧珍自學並「無牌經營」了婚前輔導，雖然果效

未必能即時看見  ，但總算與教會十對年青的弟兄姊妹、在他們人

生最重要的階段同行及分享我們的人生經驗，感恩的是他們對我

們的信任。  

1998 年樓價下跌，我們便決定在將軍澳置業  ，2000 年便遷到

將軍澳居住。當時兩個女兒仍在深水埗及之後在荃灣就讀  ，但她

們已投入教會的生活，對搬遷也没有甚麽怨言。很多我的朋友及

同事問我為甚麼搬到將軍澳居住，我的答案通常也會令他們費解

的。  

感恩中聖  

24 年來我親身經歷到教會人數由最初约 20 多人到現時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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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教會的財政需要亦從不缺乏。  回想最初十年就只得詠琪一

位司琴  ，到現在有超過五位司琴，她事奉多年的兒童主日學亦有

青年人承接；文琪帶了很多人返教會， 淑儀從小一直跟隨文琪每

星期從長沙灣老遠到來到將軍澳崇拜，她如今已成為了執事；我

們兩位女婿  Roland 及  Jason 亦在這裏受浸，Roland 更成為執事

多年；唐沛夫婦兩名兒子澆邦及灌球分別成為中心管理委員會主

席及教會執事；黎健聰傳道在這裏受浸及成長，如今在中聖教會

事奉作傳道人，這些一切都是  神一路上的眷顧與保守。  

我們沒有忘卻植堂的目的就在將軍澳地區見證  神及傳福音，

慧珍一開始便在這裏栽陪年輕的姐妹， 早年的美少女現今已成為

了中學教師、  傳道人師母及事奉多年的執事，  慧珍現擔任婦女

小组的導師，多年來與數任的女傳道合作關顧及服侍主要來自本

區的婦女。  

約在十多年前我們有個契機，在迦密主恩中學及宣基中學，吸

納了一班年青人加入教會， 其中不少完成大學課程並投入社會開

展他們的事業  ，他們當中有工程師、 社工  、精神科護士、護理

員或從事其他行業，他們仍積極參與教會的事奉，亦將會是我們

教會的第三代領袖。  

去年中聖教會按立了劉卓輝牧師  ，這是   神給予我們教會莫

大的恩典  ，亦是標誌著我們  30 年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求   神

賜能力及智慧给劉牧師，帶領教會長遠向前發展，實踐我們在將

軍澳這地方的使命  。  

回想 24 年前我一家來到中聖教會事奉，自己一直擔任執事會

及中心管理委會各個崗位，與不少忠心主僕協作及一同面對各種

挑戰，有苦亦有樂。今天是中聖教會 30 周年堂慶，如今教會仍然

行在  神的心意中，  我心存感恩。  

能在中聖教會事奉是恩典，在這裏，有困難、有成就、有眼淚  、

有歡笑，一串一串難忘的回憶，交織成我人生一段美好的流金歲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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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聖 教 會 

異象、使命、核心價值 

 
異象：在這世代成為有愛心為基督作見證的地方教會 

 

使命：藉著社會服務、社區關懷、宣教參與、青少年培育

及家庭支援，在將軍澳領人歸主 

 

核心價值： 

 

1. 順服牧者屬靈帶領，有受教的心，願意接受聖

經真理的教導 

 

2. 存感恩的心，樂意事奉及奉獻，彼此勉勵愛主

及願付代價的心。 

 

3. 像家一般的群體，彼此包容及建立，激發由 

神而來的愛心及動力，代代薪火相傳、承擔使

命。 

 

4. 世界在 神的掌管中，教會對香港不同政治取

向保持中立，同時尊重弟兄姊妹持不同政見立

場，也應關懷身邊的弱勢社群，有餘的扶助缺

乏的，實踐行公義、好憐憫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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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同行三十年 神恩不息在眼前   黎健聰傳道 

 

我在中聖教會已有十一年時間，之前的十九年如何，雖沒有

甚麼經歷和體會，但總覺得一群罪人能聚在一起敬拜上帝這麼多

年，並且直到今天還繼續，很難說沒有上帝的恩典。深信我作為

中聖的一分子，在這十一年間也是蒙上帝的恩，今天才能在此作

傳道牧者，與弟兄姊妹繼續同行。今年三十周年，又是時候數算

上帝在中聖可見之恩。篇幅所限，以下只選幾項與大家分享。  

回想過去我在中聖的日子，教會每兩至三年便會換一位傳道

同工擔任堂主任一職。於我而言，感覺就像教會有的是來去匆匆

的過客，卻沒有一位牧者。對教會來說這不是一個理想的狀況，

弟兄姊妹始終需要一位牧者長期且穩定地作教會的領導，信仰生

命才能有更好的成長。不過，在每位同工的來與去之間，相隔的

時間每次都很短，這位一去，那位便來（即使不久便離開）。我認

為這是上帝的看顧，因為要聘請一位傳道人並不容易，但教會卻

往往很快便成事，沒有落入長期缺乏牧者的困境之中。直到今天，

上帝的看顧仍然繼續，帶領劉牧師作為我們的牧者，願意委身服

侍教會，真的感恩。  

中聖教會人數少，屬細教會，一般來說這類教會年青人的比

例不會太多，可是中聖卻不同，年青人至少佔教會三分一，作為

一間只有八十人左右的教會，比例可說是頗理想。年青人普遍較

有活力、創意，有待發揮的潛能也較多，他們能有穩定的教會生

活，對教會的將來是有益的。這會否又是上帝的恩典？我相信是，

上帝會為中聖教會的將來有所預備。不單如此，中聖的年青信徒

不少都有同一特質，就是性格較為温馴，即使對教會的安排有不

滿，一般都不會有太大反響和質疑，即使有，我相信都只會在心

中碎碎念（笑），而不會高調反對和抵抗。温馴之中，年青人也不

失個性，各人對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和態度，都很獨特，但大家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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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能在教會彼此團契相交，沒有因不咬弦而不歡而散，實在要再

感謝主。此外，年青人有不同的心志和恩賜，有的藉音樂參與事

奉，有的具宣教心志，也有的努力服侍兒童。其實他們和其他年

青人一樣，都活在一個花花世界中，星期天不用上班上學，大可

以到處吃喝玩樂（或許這是崇拜後才做的事，笑），但他們卻選擇

每星期日都在教會中聚會，不少更會委身服侍。在我看來，這是

一種神蹟，於是又要感謝主。  

論到執事和教牧同工的關係，聽過很多其他教會的壞見証，

兩者之間總是充滿張力甚至衝突，雙方都愛弄權，鬥個你死我活

而後快。在中聖當過執事，現在又是同工，都沒有經歷過上述情

況，大家相處是和諧的，彼此有一定的信任，而且都為教會的益

處而努力，縱有不同的意見和看法，各人也能做到和而不同，彼

此包容，真是難能可貴，要繼續感恩。  

最後，上帝讓中聖教會的弟兄姊妹生了很多 BB（求主賜下多

點 B 女，笑），相信這亦是一種祝福。他們若能在上帝的引導下成

長，將來就能成為服侍中聖教會的人，為主作鹽和光，那教會便

能在上帝的手中繼續傳承下去。盼望中聖教會的每位父母都能栽

培孩子成為與上帝緊密結連的人。  

中聖教會是否有令人難以獻上感謝的事？當然有，每所教會

都有缺點、難處、不足，甚至黑暗面，不過在上帝手中，這一切

都可以成為讓教會肢體生命成長成熟的試煉與挑戰，因而還是可

以為之而感恩，關鍵在於肢體能否從上帝的視角來體悟其中的恩

典。盼望之後的每個三十年，中聖教會都能與神同行，無論在任

何境況，都看到天父奇妙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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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眼中的「而立」                    張雪華傳道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神用三十年預備耶穌基

督，祂三十年的功力在三年內將神救贖、教導、神的愛發揮得淋漓盡致。  

當要寫三十周年感言時，牧師與我不約而同 有感動以「三十而立」

為題，神有好重要的信息，就會重複又重複，因此我們不會消滅神的感

動，相信神透過兩個不同的人去表達是有 神心意。  

三十歲實在是人生非常重要的關口，我見不少人因步入三十歲而感

到焦慮，體力不再如前，看來是走下坡。又有人因步入三十歲而感興奮，

因為帶著三十年的人生經驗、進入一個較成熟可以發揮的階段。  

XX 年前我帶著緊張又興奮的心情步入三十歲，因為當時母親初信

主，我能與她一起在鑽石山浸信會敬拜神，神又為我預備了一份夢寐以

求及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原來神用三十年在我家庭、工作、處世及神的

愛中預備自己，使我能在不同層面中發揮三十年神賜的功力。  

我在中聖教會沒有三十年，沒有三年，在你讀這分享時我才入職過

了三個月，在這三個月，我看見一個見證：就是在神沒有年齡限制，只

要人願意跟神引領學習，什麼年齡也是「而立」之時。  

我事奉對象主要是姊妹，因此接觸他們較多，我發現年少在學的姊

妹已有非常渴望神的心，初職姊妹按神給予的異象勇敢走在事奉的前線，

年青在職母親也無因家庭需要增多而影響事奉心志。賢德的以馬內利組

及哈拿組姊妹不計工作大小，彼此服侍，願意為神為人多行一步。約瑟

組老友記有單純愛主的心，又喜樂又豁達，實在是我們學習榜樣。  

他們雖然背景不同，信主年日有長有短，但仍能對神有同一信心，

熱心事奉，也將福音帶到家人及社區中。神用長短不同的時間去預備人，

賜他們有需要的功力去實踐神的計劃，他們實在 令我感動，我感謝神有

機會能與大家同行，一起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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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聖教會的流金歲月          鄒詠琪姊妹 

 

回顧教會的歷史，就像細想自己的成長經歷，畢竟中聖教會

是我成長的家。  

不 可 叫 人 小 看 你 年 輕  

1994 年，與妹妹文琪隨父母到中聖教會植堂，起初有點不適

應，因為我倆要重新適應一個陌生的環境，與童年在中華聖潔會

一起成長的玩伴分開，心裡實在有點不捨。教會起初只有二十多

人，很自然甚麼事奉崗位也是由好幾位弟兄姊妹負責，而當時的

傳道人洪姑娘很鼓勵大家不論年紀也投入事奉，「不可叫人小看你

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

樣」，這也是中聖教會的一大特色呢！現在回想起，沒有當年的密

集式事奉體驗和傳道人的鼓勵，我們也不能勇敢站於人前領詩和

作見證。  

讓 小 孩 子 到 我 這 裡 來  

在中聖教會的事奉機會很多，在過去自己二十多年的事奉中，

最深刻的當然是兒童事工的服侍。還記得最初的兒童聖經班只有

四、五位小朋友 (包括我妹妹文琪 )，後來發展到有十多位導師，每

位參與的弟兄姊妹都不分彼此，努力將上帝的話教導小朋友，「讓

小孩子到我這裡來」是我們心裡的期盼，希望能夠藉著聖經的教

導和上帝的愛感染寶林邨的小孩子。此外，每年要籌備的暑期聖

經班也實在很難忘，我們要在有限的資源裡為孩子預備最吸引最

豐富的活動，但看見小朋友的笑臉及想到能將主耶穌的小種子栽

種在他們心裡便感到十分感恩！看看當年可愛的小敬謙和乖巧的

小 Hyson 現在都已獨當一面在兒童教會作事奉，教會的薪火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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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相傳吧！  

所 以 ，你 們 要 去 ，使 萬 民 作 我 的 門 徒  

除了兒童事工外，參與青少年工作也令我成長不少，教會給

予自己擔任組長的機會可以讓我學習帶領、參與服侍、嘗試委身，

我們亦由教會走出去，曾到江門市、澳門等地多次參與教會早期

的短宣工作，還記得我們當時一班中學生、大學生嘗試用極普通

的普通話作事奉，過程戰戰兢兢，但也是大大經歷上帝同在的恩

典。  

感謝上帝讓中聖教會的流金歲月也成為自己流金歲月的倒影，

在中聖教會二十多年的日子也見證著自己人生不同階段的經歷和

轉變。教會縱受年月洗禮，唯一不變的是我們對上帝的忠誠和謙

卑，昔日的小伙子們現在已經為人父母。盼望我們的下一代也能

在這教會健康成長，成為第三代、第四代的信徒，在此地在此生

努力事奉上帝。願將一切榮耀頌讚歸予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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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線所及的教會                   藍美儀姊妹 

記得一開始返中聖教會是參與青少年團契，第一次返崇拜聽

到的詩歌是「抱緊我，你愛常在我身邊，願使我緊緊去靠近你」，

當時聽到副歌這些詞，眼淚再也停不了，心被撼動，單單被神的

愛感動。可能是本著這份反常的感動，加上自小的性格都順順服

服，一開始返教會已經很穩定、接著去 camp、祈禱靈修、事奉。

高中時是看著組長導師們 (淑儀、聰、 Angel、文琪…… )的榜樣，

被照顧被指導。 DSE 後等放榜的暑假，導師們和弟兄姊妹的守望

對當時的我留下很深刻的體會，原來「為你祈禱」是一回這樣的

事，事情不是馬上解決，但當時的我是覺得釋放，和被人重視的。  

在 2012 年大學一年級洗禮後開始事奉，看到有能力事奉的自

己，很期待，亦超級緊張，要承受犯錯的尷尬和眾人的目光令我

超大壓力。但在這幾年學習站在眾人面前說話，甚至要做主席，

建立自己的自信，但最最最難得的是，知道神隨時隨地同在，事

奉中經歷神無與倫比的愉快和自由。天父是在我狂熱的時候，一

同奔跑 ;  在我沉默的時候，帶領我嚎哭。經歷神的真實令人更有

動力回教會崇拜和小組。  

乏力和忙碌，往往令人失去生命的焦點，敬拜者失去焦點─ 

上帝，已稱不上在敬拜。之前在很多事奉中，我不想放棄任何一

項事奉，或者是不懂如何放手，但是拉緊的橡根總會斷開，忙亂

的生命終會“ Burn out”。結果，有時，叛逆不想事奉。有時，軟

弱得不能好好事奉。幸好是有同行者可以傾訴，聽到大家有同樣

的事奉病態，可以共同地「呻」和互相激勵禱告，學習天父也想

我們享受與祂同工的美好，與祂分享當中的心情，減少事奉也不

會減少天父對我們的愛。現在回望過去，看見各肢體建立中聖教

會的同時，教會亦建立肢體，生命更成熟、更像主。  

有一同敬拜的弟兄姊妹，亦有一群是 (暫時 )離開的。面對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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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但現在各走天路，選擇不同生活的弟兄姊妹。不斷的關係，

彼此繼續連結於生命，但間斷於靈命。我們始終是同歸於一的身

體，身體血氣不太運行，會如何？生病呀！不以神為首的生命，

當然不舒服，伴隨很多焦慮煩擾。就算返教會都會經歷這些低潮，

覺得生活煩躁，無心機祈禱找神，更何況很少可以聽道的弟兄姊

妹。讓他們在教會外也連結到同一個身體，是我們必須要努力償

還的債  ─ 福音的債，就是把生命的改變和活力都分享給他們，

激勵他們經歷神的真實。願我們心中共同記念：記念朋友，離開

教會但不一定離開神的朋友；記念自己，同神離離合合的自我。  

感謝主默默的帶領，不放手不行開。榮耀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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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 

中聖教會 執事同工會 

顧問牧師 ： 周志豪牧師 

堂主任  ： 劉卓輝牧師 

同工  ： 黎健聰傳道 

    張雪華傳道 

 

執事  : 主     席  - 鄒振國執事 

副 主  席  - 卓偉強執事 

            財     政  - 唐灌球執事 

            文書及總務 - 張煒澤執事 

            關     顧  - 鄧淑儀執事 

            宣     教  - 唐潤庭執事 

 

中聖教會白普理社區服務中心 管理委員會  

 

顧問 :  劉卓輝牧師 

主席 :  唐澆邦弟兄 

委員 :  卓偉強弟兄、李桂群姊妹，蔡卓權弟兄、 

鄒詠琪姊妹、藍美寳姊妹、林慧敏姊妹(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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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聖教會 歷年執事名錄 

1988-1989 

潘菊如* 

鄒振國 

馮瑞興 

蔡志森 

李慶宏 

黃錦珍 

卓偉強 

 

1989-1990 

潘菊如* 

鄒振國 

黃杏樞 

蔡志森 

李慶宏 

陳庭芝 

卓偉強 

 

1990-1991 

潘菊如* 

黎柏添 

黃杏樞 

蔡志森 

李慶宏 

陳庭芝 

卓偉強 

 

1991-1992 

蔡志森* 

黎柏添 

馮瑞興 

李慶宏 

陳庭芝 

卓偉強 

1992-1993 

李慶宏* 

黎柏添 

馮瑞興 

趙慧珍 

陳庭芝 

梁潔冰 

周文偉 

1993-1994 

李慶宏* 

黎柏添 

馮瑞興 

趙慧珍 

黃錦珍 

梁潔冰 

黃杏樞 

1994-1995 

馮瑞興* 

黎柏添 

趙慧珍 

鍾潔明 

黃錦珍 

梁潔冰 

黃杏樞 

1995-1996 

趙慧珍* 

黎柏添 

卓偉強 

鍾潔明 

廖錦培 

1996-1997 

趙慧珍* 

楊形發 

卓偉強 

鍾潔明 

廖錦培 

1997-1998 

趙慧珍* 

卓偉強 

鍾潔明 

廖錦培 

1998-1999 

廖錦培* 

鄒振國 

卓偉強 

鍾潔明 

 

1999-2000 

廖錦培* 

鄒振國 

卓偉強 

 

2000-2001 

卓偉強* 

鄒振國 

梁婉華 

 

2001-2002 

鄒振國* 

梁婉華 

黃月清 

2002-2003 

鄒振國* 

梁婉華 

黃月清 

卓偉強 

2003-2004 

鄒振國* 

梁婉華 

黃月清 

梁潔冰 

卓偉強 

2004-2005 

梁潔冰* 

廖錦培 

黃月清 

蕭曉紅 

卓偉強 

2005-2006 

梁潔冰* 

廖錦培 

黃月清 

蕭曉紅 

卓偉強 

莫  彤 

伍詠思 

范小林 

2006-2007 

梁潔冰* 

鄒振國 

黃月清 

蕭曉紅 

卓偉強 

莫  彤 

伍詠思 

2007-2008 

梁潔冰* 

鄒振國 

何寶源 

蕭曉紅 

卓偉強 

莫  彤 

伍詠思 

2008-2009 

鄒振國* 

梁潔冰 

何寶源 

蕭曉紅 

廖錦培 

莫  彤 

伍詠思 

2009-2010 
鄒振國* 

廖錦培 

蕭曉紅 

卓偉強 

伍詠思 

莫  彤 

何寶源 

2010-2011 
鄒振國* 

廖錦培 

梁潔冰 

卓偉強 

伍詠思 

莫  彤 

何寶源 

2011-2012 
鄒振國* 

廖錦培 

梁潔冰 

卓偉強 

何寶源 

2012-2013 
廖錦培* 

莫  彤 

卓偉強 

何寶源 

2013-2014 
鄒振國* 

廖錦培 

卓偉強 

莫  彤 

 

2014-2015 
鄒振國* 

莫  彤 

卓偉強 

張煒澤 

黎健聰 

2015-2016 
鄒振國* 

莫  彤 

張煒澤 

唐灌球 

鄧淑儀 

2016-2017 

鄒振國* 

莫  彤 

張煒澤 

唐灌球 

鄧淑儀 

卓偉強 

2017-2018 

鄒振國* 

莫  彤 

張煒澤 

唐灌球 

鄧淑儀 

卓偉強 

2018-2019 

鄒振國* 

卓偉強 

張煒澤 

唐灌球 

鄧淑儀 

唐潤庭 

 * 執事會主席 

 

註：在 1988 至 1994 這 8 年，中聖教

會的執事會等同於中華聖潔會的執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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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充足神帶領 中聖教會三十年 (中聖教會之歷史篇)                        

                                      執事會主席 鄒振國執事       

 

三十年來神的恩手每一步帶領著中聖教會，從沒間斷，我們今天

舉行 30 周年堂慶，一起數算神的恩典。  

中聖教會是中華聖潔會在危機中建立的教會， 1985 年母會面對

政府縮減買位中學，教會主辦的中聖書院如果不能獲繼續買位，不單

不能繼續辦學，基址亦可能要歸還給政府。面對這危機，母會作了擴

展的計劃，其中一項計劃就是成立一間分開註冊的教會，以備成立分

堂的需要。  

1986 年 9 月，中聖教會正式註冊成立，但執事及會友名單與中

華聖潔會的是完全一樣。 1987 年初，教會得知房屋署願意以象徵式

租金租給志願團體在 臨時房屋區開設社區 服務。雖然很多團體 不願

意投入資源在這些「臨時」社區，但中華聖潔會執事會卻以單純的信

心去承辦。在 1988 年 10 月中，中華聖潔會便在將軍澳臨屋區正式成

立睦鄰中心。 1990 年睦鄰中心便轉給中聖教會名義承辦，中華聖潔

會亦將紀念已故教會 創辦人吳仲連牧師而 成立的新堂基金全數 撥入

中聖教會。  

睦鄰中心的起步是困難重重的，四百餘呎細小的地方，設備是簡

陋的，環境是僻靜的，周圍的屋邨尚未建成，但我們仍然樂意服事區

內的 900 多名居民，當中很多是新移民。母會願意投入人力資源，

1988 年 7 月陳新霞姊妹首先入職擔任社區發展幹事， 1991 年 3 月洪

利珠姑娘出任傳道人，後成為了教會堂主任。  

艱苦經營多年，同工嘗盡苦樂甘甜，眼見小孩因遷居「上樓」而

流失，加上臨屋發展的局限，我們希望能有一個長久及更大的基址。

在神的引領及中華聖 潔會堂主任何敬賢牧 師的努力下，獲房屋 署一

位高級官員為我們找 到寶林邨一寬敞的單 位，原來此單位因在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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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遺漏了一條走火樓 梯未能租出，在我們 願意承擔走火樓梯的 建築

費後，房屋署便在 1993 年 9 月批准我們承租這一個 4,500 呎的地方

作為社區服務中心，這是神很大的恩典，更奇妙的是我們獲得白普理

基金（現時已撤離香港）資助 150 萬元，加上已故何黃錦珍執事 20

萬元的奉獻，剛好足夠支付建築及裝修的費用。  

中聖教會 1994 年 6 月 19 日正式遷址到寶林邨，中聖教會白普理

社區服務中心亦同時運作，遷址之初，教會及中心經濟壓力很大，但

中華聖潔會的弟兄姊 妹對中聖教會的奉獻 從來沒有間斷。但隨 著中

心服務日漸發展，加上社會福利署的租金津貼及賣 旗籌款，財政大為

改善。到 1998 年，教會及中心已能自負盈虧，並有能力捐助 20 萬元

給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作為開辦費。  

在 1995 年起中聖教會已開始獨立，從以前以母會相同的執事會

管理改為成立獨立的執事會， 1998 年會友的會籍也分開，只保留植

堂弟兄姊妹的母會會藉，在財政上，中聖教會亦已自給自足，在 1999

年中聖教會無論在執事會、會友及選舉安排上都是完全獨立了。  

白普理社區服務中心方面，陳新霞姊妹因要升學而在 1994 年 9

月辭職，在接任的李慧筠主任的帶領下，中心的服務人數一直上升，

託管人數由最初的 35 人，增加至最高峰約 80 人，加上其他的服務如

功課輔導班、興趣班及戶外活動都吸引了不少學生參加。 2008 年初

趙惠蓮姑娘接任中心主任，事奉了约年半 後，由林慧敏姑娘於 2009

年 9 月接任，成為第四任的中心主任，林姑娘拓展服務及加強與鄰近

小學合作，使中心服務多元化並深受區內家長的歡迎。  

教會方面，洪姑娘延續在臨屋區的開荒精神、在寶林邨新堂址努

力拓展事工，使教會有穩定的發展，會友人數由最初 20 多人增長到

50 多人。 2005 年初洪姑娘因健康理由提早退休，由執事會主席梁潔

冰姊妹擔任代堂主任，在 2006 年 5 月，鄒子仲先生獲聘擔任中聖教

會堂主任，隨後教會亦開展了學生福音工作，取得堅實的成果，並在

教會成立了為學生而設的安德烈團，栽培青年人生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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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初鄒子仲先生離任，2009 年 4 月莫榮照牧師接任堂主任，

並以他的教導恩賜造就弟兄姊妹的屬靈生命，莫牧師在 2010 年 4 月

因要回到他的母會事奉而離任。在 2009 年 11 月，教會聘任了陳錦美

姑娘為女傳道負責婦女事工，她事奉到 2018 年初離任。在 2010 年 7

月，魏紹基先生獲邀承擔傳道一職，翌年成為堂主任，魏先生致力發

展兒童教會，配合全新的副堂使兒童事工更具成效，魏先生於 2012

年 8 月離任，他於 2013 年底在事奉的差會被按立為牧師。   

我們在 2006 年開始有機會進入兩間區內中學  ─  宣基中學及迦

密主恩中學，帶領學生查經及領人歸主，現時約有二十多位的兩校畢

業生穩定地參加教會崇拜及小組，如今很多都大學畢業，不少都積極

參與事奉，期望日後我們能帶領更多學生信主及參加教會聚會。  

2012 年 9 月  神帶領劉卓輝先生到本會事奉作傳道人，並於 2013

年 9 月成為教會的堂主任。  多年來，劉傳道一直忠心牧養、悉心教

導及真摯關顧教會的弟兄姊妹，並具屬靈洞見領導執事同工會。經過

五位資深牧師，包括周志豪 牧師、褚永華牧師、陳耀鵬牧師、何敬賢

牧師及李潤成牧師一同考核及同意下，本會於 2017 年 10 月 8 日按

立了劉卓輝牧師，劉 卓輝牧師亦已委身願 意忠心事奉中聖教會 至退

休，這是中聖教會的福氣，也是  神賜給我們莫大的恩典，願神使用

劉牧師，賜他充足的能力及智慧帶領中聖教會長遠的發展。  

感謝神，三十年多來一直保守及眷顧中聖教會，使我們一班青少

年人穩定成長，有些成為執事、導師或組長，  神也保守我們在財政

上一無所缺，中心在面對激烈競爭下仍能自負盈虧。 神恩手一直引

領中聖教會，從無到有，從缺乏至充足，都是  神的恩典，中心及教

會能彼此配搭，在福音及社會服務的使命中更能相輔相成。 神亦在

不同階段賜給我們有 忠心的主僕及同心的 執事，為的是要我們 在將

軍澳地區一同拓展  神的國度並榮耀主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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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聚會時間表及各牧區： 

 

 

 

跪禱會
 

主日早上09:30
 

主日崇拜
 

主日早上 11:00
 

培育課程
 

主日下午2:30
 

兒童教會
 

主日早上 11:00
 

牧區/區牧 教會各小組：主日下午 12:30
 

松柏區 

張雪華傳道
 約瑟組

 主日或 

週四早上
 

導師：黎景珠 

組長：彭小珍、廖漢彬
 

成年區 

劉卓輝牧師
 

哈拿組
 

B 室
 導師：張雪華傳道、趙慧珍   

組長：翁紅娟、蕭中娥
 

以馬內利組
 

C 室
 

組長：鄒振國、莫 彤
 

職青區 

劉卓輝牧師
 

約翰 / 

雅各組
 副堂

 
組長：唐澆邦

 

青年區 

劉卓輝牧師
 

愛同路組
 

E 室
 導師：張雪華傳道    

組長：黃正傑、藍美儀
 

彼得組
 

A 室
 

組長：黃惠淇
 

青少區 

黎健聰傳道
 提摩太組

 
F 室

 
副組長：倪誦騫、高子晉

 

兒童區 

黎健聰傳道
 兒童教會

 
副堂

 

導師：唐澆邦、張曉婷、王焯杰、 

      林凱燊、彭梓盈、藍美儀
 

糾察導師:張麗霞、歐陽敏儀、 

         白錦鍛、侯施名 

劉卓輝牧師
 

男子組
 

每月一次
 

組長：卓偉強
 

劉卓輝牧師
 

敬拜隊
 

逢第三週週六及週日
 

聯絡：黃正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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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聖教會三十周年堂慶统籌人員 
 

 

崇拜统籌 : 劉卓輝牧師，卓偉強執事 

聚餐统籌 : 黎健聰傳道，鄒振國執事 

教會歷史回顧 : 鄒振國執事，卓偉強執事，趙慧珍姊妹 

堂慶特刊 : 鄒振國執事，張雪華傳道 

「舊曲新詞齊感恩」比賽 : 黎健聰傳道 

三十周年紀念品 : 張雪華傳道 

敬拜及音響 : 中聖教會敬拜隊 Ignite 

三十周年標誌設計；張曉婷姊妹 

堂慶攝影：鄒君豪弟兄、李健斌弟兄、李啟偉弟兄 

及嗚謝所有未有提名但在堂慶過程中協助的弟兄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