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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精神
「禧福」之名稱源自路加福音四18-19：「主的靈在

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人，差

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

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我們的使命
我們要訓練神的子民，得著聖靈大能及恩膏，又讓

禧年整全的祝福轉化貧窮的社區，並催化教會同樣

將整全的福音傳給貧窮人。

‧幫助神的子民及教會經歷聖靈的大能

‧叫貧窮人有福音可聽，建立基層信徒群體。

‧到各國宣揚天國的福音

‧共倡公平、公義、和諧、共融和關懷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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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服侍的地區
本會關注全球未得福音的貧窮人，催化海外各地的基層福音工作。

本地服侍遍佈港、九、新界。

本會於2014年成立差會，成為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會員。

短宣地方分佈中東 - 杜拜、約旦、黎巴嫩、巴基斯坦、尼泊爾、吉爾吉斯坦、哈薩克斯坦、東馬 - 砂勞越、

西馬 - 關丹、吉隆坡、台灣 - 台中、高雄、中國大陸 - 河源、江門及澳門等地，並長駐宣教士於中亞。

元朗、太子、旺角、油麻地、佐敦、尖沙咀、觀塘、土瓜灣

元朗、天水圍、上水、旺角、佐敦、九龍灣、大埔

錦上路、白石、白石角、沙田酒店、南昌、爵祿街、日出康城、司徒拔道、

教堂里、北角酒店、北角邨、(茶樓崇拜 - 元朗及長沙灣)

元朗、屯門、大圍、荃灣、葵興、葵芳、荔瑤、南昌、深水埗、何文田、尖沙咀、

慈雲山、藍田、秀茂坪、觀塘、將軍澳、中環、香港仔、筲箕灣、柴灣

旺角、大角咀

大埔、沙田、荃灣、葵涌、葵芳、石硤尾、深水埗、大角咀、旺角、佐敦、

紅磡、觀塘、北角 

大埔、沙田、荃灣、葵青、旺角、大角咀、觀塘、柴灣

深水埗、旺角、油麻地、尖沙咀

觀塘、旺角、葵涌、東涌

愛蓮事工

M9邊青事工

地盤事工

耆年事工

愛鄰舍事工

樂廚坊 – 3A熱飯

愛心糧倉

本地跨文化事工

友醫食

服侍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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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會長的話
2017年是特別的一年。從1997年成立至今，禧福剛滿20個年頭。

是時候我們問︰『禧福在建造甚麼？』

我們欣喜︰貧窮人或被忽略的群體能得著福音。

我們建立︰一個讓神的安息的居所，並不是一個外表堂皇華麗的殿宇。

我們關注︰主得滿足，而非單單人得幫助。

我們的優先次序︰禱告按照神的心意，而非因憂慮、恐懼或雄心大志。

我們記掛︰建造人的生命，並以活石建造神的靈宮。

午夜夢迴，仍想到神的恩手，在每一階段，每個選擇，祂在前拖帶，回頭一望，讓我感恩不盡。

新一年度，我們會隨著神進入新的階段，我們會與其他肢體一同建立24/7的祭壇，我們會開展印傭事工、

耆夢中心、網絡教育、營商宣教的訓練、社區戒毒。我們的友好會發展兒童事工、幫助自閉症兒童、叫青

年脫網絡癮，一同邁向社區轉化。

讓我們大大的張口，求神繼續大大的充滿，讓這滿溢的新酒與油，滋潤每個乾涸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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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名錄 (2018年7月31日)

胡平凡長老 (主席)

鍾復安牧師 (副主席)

梁吳麗蘋女士 (書記)

何志滌牧師

李炳南牧師

柯廣輝律師

胡裕勇先生

鄭偉民律師

盧偉旗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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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名錄 (2018年7月31日)

劉達芳博士 (會長)

陳玉珍女士 (副會長)

藍美紅女士 (副會長)

何秀蘭女士 (耆年事工部)

楊志輝先生 (行政部)

黎嘉藹女士 (愛蓮事工)

李恩祺先生 (地盤事工)

曾子聲先生 (M9邊青事工)

陳駿威先生 (社企宣教部)

王麗靜女士 (訓練部)

鄧寶逑女士 (訓練部)

吳嬋枝女士 (耆年事工)

林潤英女士 (耆年事工)

李麗蓮女士 (耆年事工)

黎瑞芳女士 (愛蓮事工)

傅昌基先生 (地盤事工)

羅偉森先生 (地盤事工)

余潔英女士 (地盤事工)

周俊謙先生 (地盤事工)

鄭海通先生 (地盤事工)

黎家榮先生 (地盤事工)

倫淑英女士 (愛鄰舍事工)

孟　玉女士 (愛鄰舍事工)

方文聰先生 (M9邊青事工)

張家錡先生 (M9邊青事工)

李  沛女士 (M9邊青事工)

周影鋒先生 (M9邊青事工)

鄭惠芳女士 (M9邊青事工)

周劍英先生 (海外跨文化宣教)

盧禧年先生 (本地跨文化宣教)

譚麗珍女士 (本地跨文化宣教)

會　　長：

部門主任／
事工統籌：

行政同工： 鄭雅文女士 (行政經理)

王詠雪女士 (會長私人助理)

徐艷流女士 (會計)

黃月貞女士 (會計文員)

羅俊耀先生 (資訊科技員)

杜國偉先生 (公關助理暨物業管理員)

周千友女士 (文員)

陳鳳芝女士 (文員)

黃素荷女士 (文員)

冼麗萍女士 (事務員)

陳達平先生 (總廚)

陳漢池先生  (二廚)

馬金榮先生  (二廚)

譚加希先生 (二廚)

蘇麗群女士 (廚師)

黃愛珍女士  (助廚)

李國華先生 (廚師助理)

吳穎珊女士 (廚師助理)

黃  玲女士 (廚師助理)

張愛連女士  (營業代表)

胡煒瑜女士 (行政助理)

教       師／
傳       道／
幹       事：

樂 廚 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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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距課程
‧巴黎華人和平復興教會共有18位信徒修畢兩年遙 

 距課程，但因未能完成所有功課，准予結業未獲 

 頒發畢業証書。

‧負責老師及義工於三月到法國，舉行了一周信徒 

 裝備密集課程，共30位參加者。

學院生活及屬靈操練
‧一至五的晨更操練、周五琴爐早會、每季兩次師 

 生午會大集會、琴爐訓練小組等。

‧另有多個分班營會、醫治釋放營（「神的話：

 醫治的源頭」）平均75人；蒙召獻身特會

 （「膏我、差我」）56人等。

短宣
‧晚間課程學生短宣地點主要是國內短線。

‧日間部學生則踏足法國、德國、哈薩克斯坦、 

 越南以及埃及。學季休假期間，部份學生額外 

 參予禧福協會的公開短宣團，包括中東、尼泊爾 

 和巴基斯坦，大家都有頗深的屬靈經歷和恩賜、 

 服侍的操練。

畢業禮
‧29/10/2017國度學院(最後一屆)暨禧福學院

 「神學士及教牧學士畢業禮」︰共12名畢業生。

‧19/11/2017晚間「新莘靈火」暨「新莘神僕」 

 畢業禮︰靈火生12位、神僕生14位。

「以色列新聞琴爐守望月禱會」平均人數25人

訓練部
各個課程人數分佈

2017-18年度各課程的學生人數
‧聖工碩 士：部份時間4人

‧神 學 士：全時間修讀4人；教牧學士：全時間修讀2人，部份時間5人

‧基鋒文憑 ：全時間修讀6人，部份時間11人

‧宣教 - 碩士：全時間修讀3人，部份時間2人；學位：全時間修讀1人；

   文憑：全時間修讀4人，部份時間1人; 證書：部份時間1人

‧晚間課程 - 靈火證書：15人

‧總數：59人

特別活動
‧四次培靈復興聚會「靈火之夜」：人數40至80人不等。主題包括：燃點社區服侍的心、近在咫尺的本地 

 跨文化宣教異象、末世福音使命及建立屬神的祭壇等。

‧馬爾多納多「超自然的接觸」（Supernatural Encounter)特會：推動全校日間和晚間部學生總動員參予

 聚會和服侍。聚會後也在學院舉行神學反省和解說會，有其他教會信徒出席，反應熱烈。

‧南亞裔家庭兒童嘉年華：同學自發地組織了一個嘉年華，與禧福的本地跨文化南亞裔事工一起合作，

 廣邀佐敦區小學的少數族裔學生，以及跨文化事工的補習班參加者，內容有攤位遊戲、義賣、音樂表演

 （新福事工協會南亞裔樂隊）、大食會以及家長小組等。學生並大力推動自己所屬堂會提供義工支援，

 共有五間教會60人回應，出席小朋友連家長共約60人。

‧「中醫穴位保健講座」: 開拓宣教資源—讓宣教士（長宣或短宣）掌握一些基本中醫常識，在缺乏藥品或 

 醫療器材支援的宣教工場上，幫助自己或服侍對象舒緩不適。出席人數接近90人。



愛蓮事工

前線出隊和探訪
‧接觸人次：2,484人；跟進人數：521人；決志6人， 
 洗禮2人。

‧一樓一探訪：每週出隊2次；企街探訪：隔週四
 出隊1次。

「愛 回家教會 」崇拜及小組
隔週四早上1次，約3-7人出席。內容：遊戲、敬拜、
簡短信息、敬拜祈禱和小組分享。

成功脫離賣淫生涯
2017年至今有12位姐姐成功脫離賣淫生涯，現時職
業包括：家庭主婦、美容師、按摩師、保安員、司
機和售貨員。

禱告會
‧義工祈禱會：每月1次，平均6人出席。

‧公開祈禱會：每月第一週星期一晚上舉行，2017 
 約15人出席。

增值課程
英文班、化妝班、美甲班、拉筋班。

佈道會/講座
‧ 中秋節佈道會、聖誕聯歡會、新年團年飯、新年 
 團年飯、復活節佈道會、端午節佈道會、醫療健 
 康講座。

‧出席人次︰姐姐︰120人次；義工/同工︰50人次； 
 決志信主︰4人。

現時與我們有連結的教會及機構
教會︰9間；機構︰4間。

支持事工的教會和機構
4間教會及1個機構支持事工之特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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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
柬埔寨短宣隊：5-9/12/2017同工們及2位姐姐到

當地，探訪機構、家舍、工場及教會。

信仰造就
‧ 姐姐：她們信主後願意被守望，我們主力關顧生活 

 的需要、轉行的動力和屬靈生命。

‧ 義工：每月1次義工小組，每年1或2次義工訓練和 

 退修。(是乎需要)

‧ 神學生：每月2次督導，跟進生命和服事。期望她 

 們將來服事更多人。

宣傳
‧愛蓮異象分享會暨義工嘉許禮︰2017年12月4日， 

 邀請了教會、機構、導師、義工和有心的弟兄姊妹 

 到來，約40人出席。

‧ 愛蓮Facebook專頁：定期發佈愛蓮資訊和反人口販 

 運新聞讓公眾知道。

‧愛蓮事工資訊、掃黃新聞和援交新聞：瀏覽人數 

 100 - 300人不等。

‧人口販賣新聞：瀏覽人數︰200 -  4,000人不等。 

 ( P.S.販賣兒童/子女給戀童癖者性侵新聞)

關注反人口販運
‧ SCARF：愛蓮、OM、豐榮及Stop一起組成這團契

‧「迫良為娼」座談會：讓教會和會眾認識本港鳳姐 

 事工及反人口販運的議題。



M9邊青事工
我們的服侍群體

吸毒群體、演藝群體

我們的接觸人數
‧ 青少年數目︰6,000人
‧ 貼身跟進人數︰250人
‧ 決志人數︰60人
‧ 修讀神學人數︰9人

我們的工作項目
傳福音、外展活動、關係建立、情緒輔導、英文補習、

樂器班、職業介紹、籃球事工、青年營會、聚會、聖經

研讀、門徒訓練、短宣。

元朗燈塔之家

元朗燈塔之家的成員大多開始成熟，3人成功在入住後戒毒，4人已改過自新，重回社會工作一年，一直有

不同少年出入。我們剛到台灣短宣，大家團結一致，關係成熟到成為戰友，有一位因為兄弟無錢，大家雖

然口硬但是心軟，最終也願意夾份籌錢協助。 短宣後，他們懂得自我反省，例如以往經常埋怨、表裡不一

等，漸漸在研經班中，讓耶穌的真理更新他們的心思意念。 

旺角『路中心』的大本營

於旺角大本營的星期五聚會人數持續上升，各門徒開始帶領4-5個較年輕的青少年開小組，關愛他們，期

望可以領他們信主。門徒們除熱心於社區服侍外，還有4個回轉讀神學的門徒剛到德國短宣，他們接管星

期五的聚會及在M9內籌辦不同活動。

與上水機構合作

我們現正在與上水機構合作，本年度更有突破性發展，跟4-5 名門徒於大埔區，租借教會或在卡啦OK房開

設聚會，透過深度關懷、英文班、生命栽培班，引導他們脫離有害群體，他們經歷神的幫助戒煙，進入門

徒訓練再服侍朋輩。

Love Family

Love Family本年專注社區服侍，定期出隊探望獨居老人、派飯給露宿者、到劏房關懷貧窮人，期望透過服

侍社區，讓人感受到基督的愛，並讓成員反思上帝的恩典。  

多元化渠道接觸邊青

藉籃球活動、創意媒體比賽、演藝訓練、音樂舞蹈訓練等，期望能接觸更多青少年，拉近與他們之距離。

我們相信這一代的青少年，需要以多元化的活動去接觸，並助他們的完成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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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事工
聚會

‧每週維持10個地盤午餐崇拜

‧3個晚間小組

‧週日茶樓崇拜增至2個點–元朗及長沙灣

‧每月琴與爐敬拜2次

‧地盤晚間禱告會1次

培訓

‧1班門徒訓練

‧訓練及演出福音劇3次

宣傳

印制5期天橋月刊，並增設媒體宣教。

活動

‧本地大旅行1次

‧ 柬埔寨短宣1次

‧方舟球賽活動3次

‧保齡球大賽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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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接觸人數

‧全年聚會人次12,871人

‧非福音聚會人次8,507人

‧決志信主151人

‧舉行3次浸禮，13人受浸。



耆年事工
課程

‧天國耆兵課程：第一年學年學員︰166人；

 第二學年學員︰180人，合共346人。

‧耆兵三師領袖訓練課程學員：33人。

‧ 耆兵裝備課程：全年開辦10個課程，每4堂為

 1科，合共386人次參加。

各區天國耆兵使命團

現有11區使命團，平均參與人數350人。

無牆教會

院舍教會：78間

‧本部負負責院舍有6間，每月耆兵出隊共40人， 

 參加院友共180人。

‧ 與伙伴教會的院舍教會 (2015年前)共16間

‧第12-14屆畢業耆兵，共探訪院舍55間。

公園教會

第1屆及第2屆三師領袖學員，分別於屯門市鎮公

園及西貢公園建立公園教會。

耆年佈道隊服事

‧ 福音粵曲佈道會：服事2間教會，參加人數共100 

 人。

‧ 福音話劇佈道會：服事1間教會，參加人數共50人。

‧ 八福臨門8次栽培聚會：服事2間教會，參加人數 

 共90人。

短宣

‧全年國內隊︰6隊，參加人數162人，決志人數 

 176人；

‧ 全年海外隊︰6隊，參加人數167人；

‧國內及海外短宣決志人數共308人。

11



愛鄰舍事工
恆常服侍
‧公園無牆教會、街市無牆聚會、露宿者服侍、    房 

 服侍、派送熱飯 、飯堂聚會、牧養小組、中醫及 

 西醫義診、愛心糧倉、街市事工。

‧主日外展︰無牆聚會3個、街市健康服務站2個、 

     房服侍及派送熱飯，每週接觸156人。

‧飯堂聚會︰每週2次聚會及提供免費飯餐，平均 

 出席74人。

‧ 小　　組︰每週2個小組聚會，深化牧養，平均 

 出席22人。

‧中醫義診︰每週免費中醫義診服事，贈醫施藥， 

 平均服侍16位病友。

‧派送熱飯︰每周派送飯盒145個，每月2次派涼 

 茶3桶，接觸130戶排檔。

‧ 愛心糧倉︰共幫助91個家庭，服侍128人。

‧友  醫 食 ︰每月2次在街市服事，平均服事60人。

特別活動
‧本年舉辦春節福音聚餐1次，街市派揮春行動2 

 次，受難節崇拜1次，端午節派粽行動及探訪， 

 共服侍474人。

‧與M9青年人合作，協助兩個家庭家居維修。

‧6月長旺道致命車禍，在天光墟舉行一次特別探 

 訪，關懷受影響長者。

‧ 全年83人決志，4月舉行了1次浸禮，共4人堅信 

 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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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糧倉
本年度共有10間教會舉辦愛心糧

倉，全年共派出287,761份餐。

‧個案數字：新增512個，新舊

合 共 8 6 1 個 ， 受 惠 家 庭 共
2,522人。

‧受助者類別：低收入人士及

新移民家庭佔79%，失業人士

佔16%，露宿者及南亞裔人士

佔餘下5%。

‧福音果效：決志人數共98人，

曾聽福音1,578人，加入教會

57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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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醫、食」
與3間教會/機構合作設立4個健康服務站：

我們的接觸人數

．服侍人次︰1,751人次

．決志人數︰30人

．參加聚會人數︰26人

‧服務站在室內或街頭提供服務，每次服務人數參差， 

 由5-60人不等。

‧ 除合作伙伴之同工和義工外，本計劃亦組成「醫療義 

 工隊」，提供健康檢查、醫療諮詢、禱告服侍等。

‧6月份舉行服務站負責同工及醫療義工隊分享會，反應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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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跨文化宣教事工
舉辦課程：

‧齊來學習烏爾都語： 10堂，共90人次上課。

‧穆宣的靈界因素與爭戰： 6堂，共91人次上課。

‧ 中東民情與基礎亞拉伯語： 8堂，共56人次上課。

‧齊齊學阿拉伯語： 8堂，共85人次上課。

公開祈禱會：14次，共93人次出席。

南亞裔事工

透過功輔班和特別活動接觸本區南亞裔人士及家

庭，探訪和關愛他們，與他們建立關係，同時招

募義，參與推行各項事工。全期共服侍19個家庭

及58名義工參加。 

‧班/組活動：
 - 中 文 班 ：34堂，出席人次203人。

 - 功 輔 班 ：68堂，出席人次581人。

‧ 特別活動
 - 家庭探訪：共出隊探訪31次，共12個家庭。

 - 暑期活動：共17次小組／活動(參加人次145 

      人；義工67人次)

 - 戶外活動：4次(參加人次112人，義工75人次)

 - 短　　 宣 ：巴基斯坦10天短宣團︰6人，

      短宣分享會︰41人。 

 - 行區祈禱、祝福社區：43次；接觸332人。

 - 本地跨文化體驗日營：1次、出席人數7人。

難民事工
在事工初期，透過直接支援及探訪，與難民建立真誠

互信關係，到本年初成立「恩典團契」，與歸主者及

慕道友談道。全年共接觸難民及義工共合有220人。

‧生活援助：
 - 物資：成立「尋找物資小隊」，幫助難民尋找基 

  本傢俬及電器，由義工協助運送。

 - 經濟：共補貼11個家庭租金，10位孩子的學費/  

  書簿/鞋襪開支。

 - 醫療：牙醫服務、驗眼及配鏡服務每月4個名額。

‧共融／康樂活動：
 - 兒童營、家庭營、運動日、日營等共4次：難民  

  及義工共合有110人。

 - 旅行2次：難民及義工共合有65人。

 - 節期聯歡：新年團拜、復活節聚會、聖誕聯歡。

 - 中文班：共41次，622人次出席。

‧關懷牧養：
 - 家訪：共出隊探訪140次。

 - 團契：讓不同種族、宗教的難民朋友相聚，有機會 

  聽福音被服侍。共舉辦24次聚會，211人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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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跨文化宣教
禧福宣教士，校友「小兵」一家五口︰

6月回港述職後，於8月底離任服侍4年的禧福差會。已另找新差會支持其宣教工作。

本年度短宣︰

‧ 中東2次︰到訪杜拜、約旦、黎巴嫩等地，探訪民工營、難民營及難民家庭，服侍難民兒童。

‧ 尼泊爾︰服侍「賤民」、村落兒童及當地穆斯林，社區服侍，行禱，醫療檢查。

‧ 巴基斯坦︰探訪當地教會，舉辦健康講座，教導兒童分享見證。

同工考察、交流︰

負責服侍本地難民事工同工，到德國與當地機構交流如何服侍難民及服侍當地阿富汗、伊朗及敘利亞難民。

海外教學、特會及培訓︰

‧ 紐西蘭特會

‧ 緬甸教教牧禱告的神學與實際

‧ 培訓吉國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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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廚坊
3A熱飯

‧透過本會愛鄰舍事工和20間伙伴教會，於全港

 21個地點派送熱飯；

‧共派發67,848份熱飯，其中63.6%飯費全由本事工 

 支付，36.4%由教會支付全費或作部份奉獻；

機構膳食供應

維持恆常供應飯食與3間機構，及短期供應其他機構

膳食。

外賣到會

‧逐步改進食物品質，以保持餐單新鮮感和提昇市 

 場競爭力；

‧ 加強媒體宣傳，例如改善拍攝食物照片和影片質 

 素、加強Facebook專頁管理等。

其他生意、活動

‧銷售端午節粽和「耶穌愛你」月餅；

‧擺設年宵為「3A熱飯」籌款，經費由教會資助；

‧承接製作福袋生意，貨品內容及價格按客戶要求；

‧ 於網站社企淘SE Mall銷售部份套餐；

‧ 舉行「3A熱飯長者同樂日」活動，高盛投資銀行 

 資助和其義工隊參與；

‧參展「商界展關懷」，主要宣傳「3A熱飯」和到 

 會服務；

‧ 參加「第八屆香港企業公民計劃」，獲得「香港 

 傑出企業公民嘉許標誌」；

‧參加「十一良心消費」活動。

‧ 跟禧福本地跨文化事工合作，讓難民於廚房實習；

‧ 跟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合作，聘用其輕度弱智學 

 員於廚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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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7%

行政費
5%

銷售成本
17%

事工費
 19%

租管
21% 

薪酬 
38%

奉獻  
48%

租金
7%

銷售
23%

學費 / 活動  
15%

財務報告 
2017 - 2018 (2017年4月1日 - 2018年3月31日)

  2017~18 2016~17

收入  

奉獻 9,968,396 11,705,940

學費 / 活動 3,090,987 3,036,424

銷售 4,727,823 4,012,855

租金 1,411,298 1,221,416

其他 1,398,497 335,902

總收入 20,597,001 20,312,537 

支出  

薪酬 7,783,647 8,141,234

租管 4,373,362 3,895,977

事工費 3,999,455 4,357,752

銷售成本 3,502,493 3,307,376

行政費 1,028,623 1,457,537

總支出 20,687,579  21,159,876

盈/(虧) (90,578) (847,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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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佐敦道23-27號新寶廣場18樓
電話：2708 8666
傳真：2708 8771

電郵：info@jubileehk.org
網址：www.jubilee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