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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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荃灣、太子、旺角、油麻地、佐敦、尖沙咀、官塘、中上環、灣仔、銅鑼灣、北角

佐敦、九龍灣、元朗、天水圍

天水圍33、天榮站、元朗、兆康、橫龍街、巧明街、啟德、長沙灣、沙田多石、

西沙、卑路乍街

天水圍、元朗、屯門、荃灣、深水埗、油尖旺、佐敦、大角咀、沙田、大埔、將軍澳、

秀茂坪、觀塘、慈雲山、黃大仙、西環、香港仔、筲箕灣、柴灣

深水埗、太子、旺角、大角咀、油麻地、佐敦、尖沙咀

深水埗、大角咀、旺角、佐敦、紅磡、觀塘、北角、大圍、大窩口、青衣、

土瓜灣、油塘

青衣、旺角、佐敦

元朗、錦田、深水埗、旺角、油麻地、佐敦、土瓜灣、紅磡、堅尼地城、灣仔

東涌、青衣、葵涌、白田、旺角、觀塘、北角﹑深水埗﹑秀茂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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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下，教會、機構紛紛暫停服侍，禧福卻大相徑庭，忙得不可開交，同工更發揮無窮

創意，讓捉襟見肘的貧窮人得溫飽。例如︰用飯劵、快閃派飯、接待劏房孩子到八福匯

溫習、用zoom上課、教長者拍片分享見證等。

作美事︰
除了讓露宿者果腹，我們多走一步，貼體他們內心深層的需要。如︰為露宿者慶生，

讓他們感受到做義工的成就感。又邀請劏房戶「大叔」入住宿舍，讓他們感受到「家」

的溫暖。

5月，我曾行過死蔭幽谷，留院30日，被迫放下繁瑣的服侍。期間，卻讓我看見同工團隊

更合一、更獨立。有跨部們服侍，自發性合作，機動性補位，這彷彿體現了以賽亞書

60:4-6那凝聚的力量！

在各樣的考驗下，神卻叫我們︰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

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的後裔必得多國為業，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

（以賽亞書54:2-3）

A. 禧福現在有9個地方使用，除了八福匯9層，旺角「路中心」，以及美亞工業大廈3A外，  

 我們還有4間宿舍、1個退修園地、1個住宅單位。

B. 畢業生到了中亞、中東，有美好的事奉。

C. 我們正開始兒童的服侍，擴闊了受助者的年齡層。

這都是神的恩典，我們不配，但祂卻以信實為糧，餵養我們。

會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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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會 名 錄  (2021年7月31日)

胡平凡長老 (主席)

鄭偉民律師  (副主席)

梁吳麗蘋女士  (書記)

盧偉旗牧師  (財務)

陳永生校長

陳美儀牧師

康貴華醫生



同 工 名 錄  (2021年7月31日)

劉達芳博士 (會　長)

藍美紅女士 (副會長兼愛鄰舍事工、
   友醫食及本地跨文化事工主任)

陳玉珍女士 (副會長兼訓練部主任)

曾子聲先生 (M9邊緣青少年事工)

何秀蘭女士 (耆年事工)

李恩祺先生 (地盤事工)

關胤汶先生 (社企)

蘇保恩女士 (愛蓮事工)

丁愛娣女士 (訓練部)

賴淑儀女士 (訓練部)

孫緯崙先生 (訓練部)

楊潔珩女士 (訓練部)

張慧雯女士 (訓練部)

鄧寶逑女士 (本地跨文化事工)

盧禧年先生 (本地跨文化事工)

謝志紅女士 (本地跨文化事工)

鍾潔儀女士 (本地跨文化事工)

傅昌基先生 (地盤事工)

余潔英女士 (地盤事工)

歐錫堂先生 (地盤事工)

吳月靈女士 (地盤事工)

楊元泉先生 (地盤事工)

關志昌先生 (地盤事工)

李沛安先生 (地盤事工)

姚瑞琪女士 (愛蓮事工)

王小雯女士 (愛蓮事工)

倫淑英女士 (愛鄰舍事工)

廖夢詩女士 (友醫食事工、愛鄰舍事工)

方芷晴女士 (愛鄰舍事工)

吳潔儀女士 (愛鄰舍事工)

徐穎思女士 (愛鄰舍事工)

劉有成先生 (愛鄰舍事工)

會　　長：

行政同工：

鄒天慧女士 (M9邊緣青少年事工)

方文聰先生 (M9邊緣青少年事工)

張家錡先生 (M9邊緣青少年事工)

葉醞浵女士 (M9邊緣青少年事工)

何樂兒女士 (M9邊緣青少年事工)

黃玉華女士 (耆年事工)

林潤英女士 (耆年事工)

鄭雅文女士 (行政經理)

王詠雪女士 (會長私人助理)

王榮樂先生 (物業管理及維修經理)

杜國偉先生 (平面及媒體設計師)

羅俊耀先生 (資訊科技員)

朱妙琼女士 (會計)

葛利英女士 (會計文員)

周雅雯女士 (行政助理)

呂燕婷女士 (接待員暨行政文員)

周千友女士 (文員)

陳鳳芝女士 (文員)

陳翠怡女士 (文員)

黎敏琪女士 (文員)

黃素荷女士 (文員)

許馨元女士 (文員)

冼麗萍女士 (事務員)

鍾玉儀女士 (行政助理)

李曉萍女士 (文員)

陳漢池先生 (二廚)

黃   玲女士 (廚房助理)

黃立泉先生 (廚師助理)

黃愛珍女士 (助廚)

鄒天慧女士 (主管)

黃家源先生 (助廚)

羅鎧俐女士 (助廚)

教       師／
傳       道／
幹       事：

樂 廚 坊 ：

萬邦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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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部

各課程修讀人數分佈

日間部各神學課程

晚間部(一年制)信徒裝備證書課程

日間部學生總人數 46

培育翻天覆地的天國傳道部隊 ～ 
服侍基層、聖靈更新、普世宣教

畢業禮
． 日間部︰ 聖工碩士、神學士、教牧學士、
     宣教證書及文憑、基鋒文憑共13人畢業

． 晚間部︰ 靈火、戰士課程共25人畢業，2人修業。

海外及本地跨文化暑期短宣
． 日間部︰ 2隊（14人）到中東、澳門（接觸內地及
     東南亞外勞），及1隊在本地接觸難民、
     南亞裔、印傭。

． 晚間部︰2隊本地短宣，街頭佈道、行區祈禱、
     外展及派發防疫物資等。

特別聚會
． 實體及網上直播︰ 醫治釋放特會；復興培靈特會；
       靈火之夜；「自然農業及農業
       宣教」到「生命田園」實踐田耕；
       「宣教月禱會」；網上「以色列
       新聞琴爐守望月禱會」

． 關注社會研討會由大學社工系教授主講；
 及「神學盛宴先嚐」計劃。

學院群體生活及屬靈操練
． 恆常聚會︰ 早會、琴爐敬拜、師生大集會、
      琴爐敬拜隊

． 敬拜訓練：「讚美的操練」、「先知性敬拜訓練」
      校友、同學及其教會參與，反應很好。

圖書館及學生休息室優化計劃
． 申請了基金用以擴充圖書館及新學生休息室。

 課程 總學生人數

 靈火 17

 戰士 10

 晚間部學生總人數 27

 課程 全時間學生 部份時間學生 總學生人數

 聖工碩士 4 3 7

 神學士 2 2 4

教牧學士 9 4 13

 宣教碩士 2 2 4

宣教學士 - 3 3

宣教文憑 2 3 5

宣教證書 1 1 2

基鋒文憑 3 5 8

 全校學生總人數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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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蓮事工

前線出隊和探訪
． 每週出隊1-2次，到尖沙咀、佐敦、油麻地、旺角、

 太子、觀塘、北角、荃灣、深水埗（約33幢大廈），

 接觸一樓一及企街共2,461人次；跟進人次：391人。

成功脫離賣淫生涯
． 經營採耳、美甲學徒、保安員、私人補習及散工、

 按摩師及回鄉照顧母親，共6位。

宣傳及招募
． 愛蓮公開祈禱會（實體及網上直播）及4個網上講座

． 製作事工宣傳片、過來人見證片及「恢復蒙羞女子

 的尊貴身份」單張

． 每週一至兩則facebook帖子

． 「願望集氣場慈善市場」藉此賣物會推廣事工

興趣及增值課程
． 恆常班： 英文初/中班、英文拼音班、

    動感塑身班（由持牌健身教練訓練） 

． 短期班：美甲班

前線出隊的合作伙伴
． 與北角宣道會恩樂堂、荃灣主恩會、官塘仁愛教會

 及STOP（灣仔、銅鑼灣、中上環）合作

連結的教會及機構
． 念恩堂、伯持利教會慈愛堂、Eden

信仰造就
． 牧養及關顧有心認識信仰的姐姐及培訓義工

． 尊貴小組 （每月2次）

夜總會事工
． 因疫情停業，暫時未能建立更深關係。

哺育潔蓮成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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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9邊青事工

接觸人數
青少年2,000人；貼身跟進150人；決志45人；
修讀神學3人

愛之家 (Love House) 
今年有30人入住及貼身跟進，9人決志。預備搬到
佐敦新址，進一步發展女生宿舍。

燈塔之家 (Lighthouse)
今年有34人入住，貼身跟進20人，11人決志。
現居的6人已重投社會工作，5人熱切慕道中。

Love Family
． 接觸80位吸毒者，10人決志，7人受浸，約20人
 恆常參加聚會，6人成為穩定門徒，持續訓練他們  
 成為領袖。

． 今年成立了敬拜隊，教授他們樂器，在聚會中服侍。

培訓
． 2月起，安排了17位基層青少年（單親家庭長大、
 殘障、被棄養、曾入黑社會）到萬邦美食培訓，
 他們喜愛工作的氛圍，並因而參加M9聚會。

． 亦新增了編碼課程（Coding）共8人接受1對1的
 訓練。

活動
． 藉舉辦各項活動（手機電競、問答比賽等）訓練門徒 
 及吸引未信者參加。

． 透過各訓練班（搏擊班、唱歌班、籃球班）接觸
 超過100人。

． 透過在Band 3學校辦pizza班，及暑期補習班與
 區內基層家庭及學生建立關係。

服侍社區
． 今年與教會出隊派熱飯（784盒）、口罩（11,695個）
 到基層家庭，接觸超過2,300人（超過230個家庭），
 貼身跟進40人。

． 教會也學效將之擴展到其社區。

信仰造就
因疫情，聚會及門訓轉為小組形式，由成熟的門徒
帶領9個小組，並於日常生活深化彼此相愛的教導，
22位青少年決志並受浸。

興起新世代︰
欽慕耶穌．彼此相愛．委身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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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事工

信徒牧養
栽培地盤領袖，建立細胞小組體系（潔英組、昌基
組、育鋒組，育成組、錫堂組、少安組、漢文組）

培訓
初信栽培、門徒訓練、組長訓練

社會服務
成立維修義工隊，鼓勵未信工人參與服事，定期為
貧窮戶家居維修。

宣傳
制作天橋雜誌4期，開設天橋網址，制作見證/宣傳
短片10齣。

支持宣教
支持海外宣教士：中亞東干族乘風夫婦

本地宣教： 關顧尼泊爾籍工人、開設南亞裔工友
  粵語班

接觸人數
全年聚會：11,622人次
非福音聚會：12,782人次
決志信主：58人
福音直播瀏覽人數：6,819人
舉行2次浸禮，14人受浸。

地盤聚會
維持每週10個地盤午餐崇拜（天水圍33、天榮站、
啟德、元朗、卑路乍街、沙田多石、西沙、橫龍街，
巧明街，兆康，長沙灣）

福音活動
地盤典禮3次、福音餐會1次、海灘浸禮2次

一般活動
籃球賽4場

週日崇拜
每週維持3個崇拜聚會 （佐敦八福匯、荃灣酒樓、
元朗酒樓）

無牆教會在工地．工人宣教不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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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年事工

耆年學房
． 天國耆兵基礎訓練課程：第17屆2020年有112學員；

 2021年81學員，合共193人。

． 天國耆兵三師領袖課程：第7屆學員20人

． 天國耆兵生命復興課程：第2屆學員43人

． 天國耆兵收割莊稼課程：第1屆學員29人

． 天國耆兵服事裝備課程：全年開辦36班，每班4堂，

 合共有1,009人次參加。

． 耆兵屬靈部隊：包括有佈道、敬拜、讚美(旗、鼓、

 扇舞)、禱告、福曲、雜技部隊，受疫情影響，

 全年只有8個月的訓練，平均出席人數合共99人。

耆年佈道隊服事
． 八福臨門佈道及栽培聚會：出隊8次，參加人數共

 574人次，決志人數共13人，出隊服事耆兵共

 121人次。

社區事工
． 天國耆兵使命團：現有14區使命團，每月平均參與

 人數293人。

． 耆妙天地：全年每星期平均出席人數10人，義工

 平均人數5人。

． 痛症福音平台：2021年7月份服侍人數20人，義工

 有31人，有2位決志。

興起耆兵．拓展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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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鄰舍事工

愛鄰舍（旺角）服事點
．「為低收入劏房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
 處理444個申請，並陪同選購物資（23次）、
 清潔家居及滅蝨（20次）、轉介愛心糧倉及其他社會
 資源。

． 愛心糧倉： 全年幫助354個家庭，提供6週緊急
   食物援助。

． 長期食物援助：平均每週接觸158個財困家庭

． 3A熱飯：全年共派出38,494份（194次）

． 資源配對：分配奉獻的物資轉贈有需要家庭。

． 受助者義工鼓勵計劃：全年共派出150份鼓勵小禮物

． 福音聚會： 清潔工（後巷小組、午間聚會）、
   長者聚會、男士街頭小組

． 兒童活動： 暑期日營、功輔班

． 特別活動： 派福袋4次；戶外活動3次；
   主領安息禮拜1次

全年接觸人次38,321，決志181人。

旺角「耶穌幫」無牆教會
． 因大部份教會和機構暫停派飯，耶穌幫取飯人數
 從100人，激增至200多人。

． 收到各類物資，派給有需要人士或家庭。

． 雖然疫情，新生命城市教會、「天國耆兵」及
 對貧窮人有負擔的義工沒有停止服侍，讓受助者
 得關懷。

． 03/2021起重啟聚會

全年接觸人次10,371，派出熱飯9,800多個，
共有32人決志。

愛鄰舍（佐敦）服事點
． 「耶穌請食飯」、「Hea場」改以派熱飯及
 餐劵（代替熱飯）藉此祝福區內小店。

全年共派發熱飯56,496份，防疫物資90,389份，
暖包2,880個。

． 恆常探訪︰每週探訪油麻地及文化中心露宿者，
 分享福音。

． 透過劏房改善計劃，深入接觸貧窮戶的狀況，
 8個月共處理100多個個案。

全年接觸人次34,392，決志人數163。

熱愛窮人，使他們站起來！

服侍油尖旺的露宿者、劏房戶、棺材房戶、清潔工、基層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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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糧倉

「愛心糧倉事工」致力推動各區教會提供免費
糧食予社區裡有需要的人士，包括︰遇突變事故、
失業及低收入人士，幫助他們渡過迫切的生活困境。

禧福協會糧倉
． 本會「愛鄰舍（旺角）事工」及「本地跨文
 化事工」在疫情期間仍每月藉愛心糧倉服侍 
 本地及南亞裔有需要人士，每月平均約120人
 受惠、20人願意聆聽福音、約6人決志信主。

合作教會糧倉
． 因疫情緣故，合作教會在2020年全面暫停糧倉服侍

． 至2021年疫情較為受控，青衣磐石教會重啟愛心糧倉。

， 每星期提供糧食給區內有需要人士，每月服侍約12人，
 平均每次約3位人士
 願意聆聽福音。

助教會愛窮人

促進教會進入基層服侍

「健康服務站」
．以前與7間教會及機構合作，共設立9個
 「健康服務站」服侍各地區的基層群體，
 包括：東涌、青衣、葵涌、白田、旺角、
 觀塘、北角、深水埗、秀茂坪。

．2020年起，因疫情持續，「健康服務站」
 需全面暫停。

．2021年3月疫情稍為緩和，秀茂坪重開健康
 服務站，每月1次，每次平均服侍20位基層
 人士，並帶領他們禱告，進而認識福音。

中醫義診
在疫情比較嚴峻期間，中醫義診幾度暫停，直至疫情
比較放緩，在2020年9月至12月期間，在八福匯13樓
恢復義診，每月1次，平均每次服侍約8位基層人士，
並帶領他們禱告，讓他們經歷神的愛。

友醫食

13



服侍地區
元朗、錦田、深水埗、旺角、油麻地、佐敦、
土瓜灣、紅磡、堅尼地城、灣仔

少數族裔
接觸人次：4,298人次

社區服侍  
．外展送贈抗疫物資：接觸1,617人次

．家庭探訪（恆常、節日、廣東道大火）418個家庭 

．「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幫助
 46個家庭成功申請資助

．「非公屋、非綜援住戶生活津貼」︰為63個家庭
 申請

．土瓜灣公園事工：接觸20人次 

．功輔班︰582人次（48堂）

食物援助
．為380個南亞家庭提供緊急食物援助

培練與推廣
． 課程包括︰如何向印度教徒傳福音、南亞文化
 面面觀走近印傭的文化及語言世界I & II、進到
 穆斯林家中、尼泊爾語、烏都語

特別活動 

． Food Pack x 身體檢查福音聚會：接觸55人次

． 行區禱告：九龍公園、廟街及土瓜灣遊樂場4次，
 共21人參加

難民事工
接觸人次：3,916人次

社區關懷
． 與「愛鄰舍事工」合作，每週1次，包飯、派飯
 及關心貧窮人。

． 生活或經濟援助︰ 協助難民解決、住屋、
      子女學業、找必需品、
      援助及突發醫療問題。

牧養栽培
． 各區小組培訓、推動門徒訓練計劃、用「探索式
 查經法」領學員建立小組、傳福音、及街頭佈道。

其他服侍
． 興趣班、活動、導賞團因疫情暫停，年中疫情緩
 和已有限度重啟。

． 開設網上功課支援，幫助學童學業。

本地跨文化宣教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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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跨文化宣教事工

短宣探索
． 參加北非及中東地區體驗，了解當地宣教工作、行區走禱
 及接觸不同地區穆斯林的技巧。

海外關懷
． 送贈醫療儀器及防疫物資予黎巴嫩居民及農村醫院

． 與黎巴嫩教會合作，派發食物包给邊緣族群。

海外差派
． 鼓勵及扶助青年信徒到中東参與短期宣教，服侍難民。

． 繼續與差會合作，關顧中東一帶的宣教狀況。

培訓及宣傳
． 開辦有關穆宣、認識在港少數族裔文化及概況、南亞歷史及
 印尼文化等課程

． 與不同教會、差會及本地跨文化機構合作，舉辦不同族群體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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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廚坊

3A熱飯
． 本會愛鄰舍（旺角）、愛鄰舍（油麻地）、
 M9邊青事工及合作伙伴，於全港15個地區派發
 熱飯，包括︰北角、紅磡、尖沙咀、佐敦、
 油麻地、旺角、石硤尾、大角咀、太子、深水埗、
 大圍、沙田、葵涌、葵芳、荃灣、土瓜灣、觀塘、
 油塘。

． 全年派發72,572份熱飯，對比2019-2020年增加
 21.3%。

． 其中71.5% 飯費全由本事工支付，28.4%由教會
 支付全費或作部份奉獻。

． 派發了29,890份熱湯

． 樂廚坊透過捐贈來的物資，帶領義工製作2,820份  
 甜品祝福有需要的人。

． 與意贈慈善基金、清水灣鄉村俱樂部、樂餉社
 合作派發5,350份福袋。

機構飯食供應
． 維持恆常供應飯食與2間機構，及短期供應
 其他機構膳食。

外賣到會
． 研發了新的主菜餐單

． 參加了foodpanda到會平台售賣到會套餐

． 創作了小量人數套餐應變疫情聚餐需要，如：
 6人套餐、母親節套餐、父親節套餐等等

． 持續性節日餐單：新春盆菜、逾越節套餐、
 聖誕節套餐

． 逐步改進食物品質，以保持餐單新鮮感和提升
 市場競爭力。

其他生意、活動
． 在媒體平台instagram增加45%，49個followers，
 總共有158人。

． Facebook瀏覽人數︰9,987增加 593.5% 

． 開發新產品： 自製餃子、包點、新年糕點、
   蛋卷、手工酵母麵包和派對蛋糕
   禮品

． 持續性產品： 福袋、端午節粽、中秋節
   「耶穌愛你」月餅、曲奇禮品

． 與禧福協會「M9邊青事工」和「地盤事工」
 合作，讓3個有需要的年青人和1個有需要的基層
 人士於廚房實習工作。 

． 持續跟禧福協會「難民事工」和「愛鄰舍（佐敦）
 事工」合作，讓義工來廚房幫手分發飯餸。

． 資助「萬邦美食」食物製作

社企

烹百味．擴善舉．育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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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田園
「田園樂身心計劃」簡介
． 透過基金撥款展開「田園樂身心」計劃，改善營地設施
 及免費提供活動及空間，讓獨居長者、基層人士透過
 耕作、園藝，在大自然中舒解壓力，讓出現困擾的人士
 得到舒緩，減少抑鬱症狀。

田園住宿及活動詳情 
． 田園樂身心計劃受惠人次︰305人次 (包括︰獨居長者、
 戒毒人士、基層家庭、劏房婦女)

． 租場住宿及活動接待總數為︰約70人 

生意及定位
． 7月份推出以西式為主的新餐單，為「萬邦美食」
 建立獨特的外賣定位。

． 烹調技巧由蒸炒轉為慢煮，吸引了區內熱愛健身
 人士惠顧，「高蛋白質套餐」佔銷售額約30%。

． 與樂廚坊合作，購入自家烘培酵母包，銷售情況
 不錯，會發掘更多合作空間。

培訓
2月起，安排了17位基層青少年（單親家庭長大、
殘障、被棄養、曾入黑社會）來培訓，他們喜愛工作
的氛圍。 

社區服侍
．派熱飯︰超過600盒（過去6個月）

．Pizza班︰學生及家長共18人
   （地點︰Band 3學校）

信仰造就
． 培訓的基層青少年，放工願意參加M9邊青聚會。

． Pizza班其中4位學員參加M9邊青活動及團契

萬邦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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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2021 (2020年4月1日 - 2021年3月31日)

  2020~21 2019~20

收入  

奉獻   17,567,492   16,861,565

學費 / 活動   2,133,165   3,968,410

銷售   2,953,154   4,371,517

租金  14,219,945   14,296,994

其他   2,994,586   311,517

總收入  39,868,342   39,810,003

支出  

薪酬 9,092,274  9,669,858

租管 20,023,869  21,194,242

事工費 3,374,328  4,275,749

銷售成本 2,531,291   3,725,823

行政費 3,292,827   3,283,518

總支出  38,314,589    42,149,190

盈/(虧)  1,553,753   (2,339,187)

財 務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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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佐敦廟街239號八福匯15樓
電話：2708 8666
傳真：2708 8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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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