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光中文堂 2016 年會員大會
日期：2016 年 10 月 2 日
時間：下午 1 時 15 分至下午 3 時 00 分
地點：靈光小學禮堂
主席：陳家良牧師
記錄：張超雄傳道
出席：活躍會友 129 人
列席：非活躍會友 5 人
主席宣告會友出席人數有 129 人，已達會章要求的法定人數(活躍會員 234 人之三
分一：78 人)，故可正式開始進行會員大會。

一.選舉新執事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9 月現任執事會成員：
主席：陳家良
2016 年 9 月任滿 3 年：歐家樂（第二屆，連續任滿 6 年將卸任）
2016 年 9 月任滿 2 年：陸偉綱（副主席，第二屆）
、李家健（司庫，第二屆）
、陳煒
膺、黃俊龍、張華燦
2016 年 9 月任滿 1 年：李凱雯、姜漢文、袁漢榮、李國政（第二屆）、吳靜兒（第
二屆）
1.執事候選人：
i

資格：由會友大會選出。在週年會友大會當天起計，凡本堂活躍會友年齡在
十八歲或以上者皆有投票權；年齡在廿一歲或以上之活躍會友及加入本堂為
會友一年以上者才有被選為執事之權利。（會章規定）

ii

提後三章；提多一 5-9

iii 今屆選舉未有收到會友提名，選舉名單由執事會委任執事提名委員會草擬並
交執事會通過。2016 年執事提名委員會委員：同工：姜越明（召集人）、陳
德明；執事：陸偉綱、陳煒膺；會友：賴偉業、林貴珍。
iv

工作：（1）協助傳道人牧養及帶領教會（2）參與長執會（3）參與部門侍奉

v

本年目標候選人人數：1 位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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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滿執事分享：歐家樂
卸任執事常鼓勵人參與教會事奉，讓更多人認識教會。我參與過靈光 50 年慶典，
得知以往教會曾以派奶粉，派米等等方法傳揚福音。希望將來 50 年大家有更多的
參與，把好處傳給社區。也希望以後很多個 50 年，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在不同崗位
上事奉，讓更多人得著祝福和恩典。
3.今屆執事候選人張錦華自我介紹(以投影片)
張錦華(Eric)，寡言內向，多用頭腦處事，偏重理性。結婚二十多年，育兩女，
住近教會。任港鐵設計公程師。在靈光二十多年參與:電腦﹑音響﹑探訪﹑佈道﹑
團契導師等侍奉。有第三堂時就主力參與其中。恩賜偏重事務，但也靠神的恩典
有所突破去接觸人。希望在做執事的崗位上經歷神在靈光大而奇妙的作為，並為
教會多祈禱。
4.投票選舉新任執事
i.

提名選出溫婉珊為監票人。和議以過半數通過接納溫婉珊為是次選舉執事的
監票人。

ii. 監票人：溫婉珊
iii.點票人：張華燦、袁漢榮
iv. 派發選票。

二.教會 2015 年核數報告(由李家健代報告)
1.核數師評語：我們認為，貴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在
所有重大方面，已根據《中小企財務報告準則》擬備，並已遵照香港《公司條例》
妥為擬備。
核數師對本堂的帳目是毫無保留的意見。
2.核數師在本年作了一次性調整：減少「慈惠基金(Charity Fund)」結餘$802,644，
增加「累積盈餘(Accumulated Fund)」結餘$802,644。這次調整對教會的所有基
金總結餘沒有任何影響。原因是在 2008 年教會的電腦會計帳開設了新的科目
(Account Code)，來記錄部份的常費奉獻收入，核數師一直誤以為這是慈惠奉獻，
在核數報告上計入慈惠基金內。教會一直未發現這方面的誤會，結果在 2008 年至
2014 年間，慈惠基金(Charity Fund)多計了$802,644，累積盈餘(Accumulated
Fund)少計了$802,644。出現以上錯誤，向會友表示致歉：不應讓發生這樣的錯誤。
以後會多加小心，避免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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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5 年教會財務狀況：
i. 帳目簡單比較(約數。單位：萬)
項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常費收入

377

390

406

常費支出

381

352

364

兩者比較

-3.3

45

46

項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資產分部(現金)

387

447

490

項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負債和資金

260

306

352

項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慈惠基金結餘

33.8

36

37.6

項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差傳收入

143

159

170

餘額

-0.5

9

4.1

項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慈惠基金盈餘

2.5

2.1

1.6

ii. 2015 年教會財務狀況
甲

總奉獻收入：4,058,597 元，其他收入及利息：47,084 元，
總支出:3,640,323 元，盈餘:465,358 元。備註：同工薪津佔總支出
76.3%。

乙. 2015 年跟 2014 年比較：總常費奉獻收入增加 2.6%，總收入(不含差傳
及慈惠)增加 3.4%，總常費支出增加 3.4%，常費盈餘$465,358，增加
3.1%。
丙.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教會淨資產: $5,074,037。銀行存款及現金
結餘:$4,904,669(約等於教會十六個月的總常費支出)
丁. 差傳部財務狀況：
2015 年全年總奉獻收入:$1,700,546，總支出:$1,658,736，本年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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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41,810，差傳基金結餘:$267,271。2015 年跟 2014 年比較：總差傳
奉獻收入增加 6.9%，總差傳支出增加 10.6%，差傳部 2016 年預算支出：
$1,715,700，按年增加 3.4%。
4.教會整體財務狀況關注：
i.

小學校舍老化，長遠是最大隱憂。

ii. 奉獻收入的百分比增長比通脹低。
iii.教會老化，年輕的會友薪酬一般較年長的會友低。
iv. 2015 年由於未能招聘適合同工代替周建明傳道，所以收支未反映此因素。感
恩張超雄傳道已於 2016 年 9 月到任，2016 年帳目將局部反映所有同工已到任
的薪酬支出。並於 2017 年才會全面反映出來。
5.議決：125 票贊成，即以過半數通過接納教會 2015 年核數報告。

三.委任「中瑞城（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核數師
議決：125 票贊成，即以過半數通過接納「中瑞城（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為核數師。

四.播放本年度活動短片
回顧今年內各活動的片段。

五.會務報告
1.新任同工張超雄傳道自我介紹
以前有機會在教會侍奉和成長，服侍青年人。現在回母會服侍職青，盼多看到神
在青年人身上的作為。職青的弟兄姊妹可約我交談，一起成長。
2.陳家良牧師作會務報告
2015 年主題「實踐使命，呈獻果子」。透過「新生家庭同行者計劃」：1「兒
童暑期活動及親子晚會」
、2「新生家長講座系列」
、3「同行者配對」服侍小學學
生及其家庭，讓其認識神。弟兄姊妹樂意回應參與以上服侍。若每年帶一部份學
生及其家人返教會，教會將來幾年就會為此而夠忙了。希望越來越多家長加入教
會，甚至將來他們可以服侍家長群體，傳揚福音。
另外，呈獻果子。全年收到 545 個果子。果子卡象徵信徒在生活中實踐召命，
結出聖靈的果子，去服侍人和神。能結出果子是神的恩典，我們再把這恩典呈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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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面前。鼓勵弟兄姊妹繼續呈獻生命給主。
還有，反省教會觀。錯誤的教會觀：堂會 = 教會？營運好堂會 = 拓展天國？
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堂會 = 提供宗教服務的機構？牧師、傳道人 = 宗教專業人
士？牧師、傳道人 = 受薪僱員？執事 = 董事/僱主？會友 = 服務接受者、股
東？而正確的教會觀乃由耶穌基督藉著聖靈所召集出來的一個群體
（Community）
。崇拜時是神的家在敬拜父神；小組時乃是基督的身體在團契；主
日學學習聖經時就讓聖靈引導我們明白真理。
牧者傳道裝備信徒，讓信徒滲透在社區當中，結出生命的果子，把祝福和典
恩帶給身邊人。

六.發問和回應
沒有會友發問。

七.新會友自我介紹:
1.何楚璁
何楚聰返教會已 12 年有多，因為耶穌為洗淨我們的罪被釘十字架，聖經的道理也
感動我，所以我就返教會。我參與崇拜和活力鮮果兵團。
2.吳慧芬
我是李太，94 年結婚嫁到靈光，有丈夫和兒子。從事社區教育工作，參與伉儷小
組。在「YOUTH 新地帶」當導師六年，好開心。94 年至今沒有想過轉會。但在 50
週年慶典探訪祈理廉夫婦墓碑時，大受感動：原來我在靈光也有五分之一個世紀。
所以就想轉會。自己是屬於靈光的，希望以後繼續為神工作。
3.陳欣欣
陳欣欣，「明心」媽媽，家庭主婦，參與「霍敏華小組」。在宗教教育部侍奉：開
會或教主日學。很欣賞弟兄姊妹有心和恩賜去侍奉，同工也很用心侍奉。可惜不
太認識大家，希望以後多交往，彼此多認識。
4.陳佩麗
陳佩麗，今年洗禮。以往參與家教會而認識教會，近兩年投入教會生活。兩孩子
都是靈光畢業生。我全職工作，所以參加主日學和查經班。希望以後有侍奉崗位。
我在家教會 9 年很喜愛小學，現在又喜愛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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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舜婷
張舜婷與夫母兄一起返靈光，就讀大學三年級，參加活力鮮果兵團及其小組職員，
以及詩班。靈光很多人，未能記得很各人相貌和姓名，希望以後能跟大家熟絡。
6.董俊駿
董俊駿，又名細佬。有父母兄姊。任職事務助理員，參與約書亞團多年。侍奉有
控制音響和樂隊。欣賞靈光小學以服侍的心服侍社區，讓學生接觸到信仰。盼望
服侍的心繼續下去。我感恩有靈光小學，畢業後仍有聯繫，現在又可以返靈光教
會。

八.公佈選舉新執事結果
投票時共有 129 活躍會友投選，共收 128 張選票。其中 125 張讚成，3 張白票，1
張遺失（會後在椅下尋回）。主席宣佈張錦華成功當選。

九.分享及祈禱
各人按編排分組分享 1.為「靈光」這大家庭的感恩之事；2.在「靈光」的難忘的事
件或人物。各組最後自行祈禱。

十.陳家良牧師祝福散會。

主席：陳家良

記錄：張超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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