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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婦女團報告(2016-2019)  
 
組織 

 

贊助人(Patron)：鄺保羅大主教(香港島教區主教) 

團牧  ：胡偉豪牧師 

 

支團(牧區婦女部或派代表)： 

• 基督榮光堂(代表) 

• 弘道堂 -(傳道地區)(代表) 

• 主誕堂  

• 聖雅各堂(代表) 
• 聖約翰座堂  
• 聖路加堂(代表) 

• 聖馬利亞堂  

• 聖馬太堂 

• 聖保羅堂 
• 北角聖彼得堂 

• 聖士提反堂 

• 聖提摩太堂 -(隸屬成年部) (代表) 

 

 

應屆職員 (2016 – 2019)： 

正團長 ：王紫珊  （聖士提反堂） 

副團長 ：謝莫蘭生  （聖保羅堂) 

正司庫 ：關黃美珍  （聖士提反堂） 

副司庫 ：何錢每豐  （聖約翰座堂） 

正文書 ：鄭蔡潔玲  （主誕堂） 

副文書 ：朱潘意玲  （主誕堂） 

靈修    ：蕭馬麗眉  （北角聖彼得堂) 

聯絡    ：關學賢  （聖保羅堂） 

總務    ：林美玲  （聖路加堂） 

 

顧問： 

黃珍妮牧師，李一帆牧師，何潔瑩牧師，冼月芬牧師，夏慧中女士， 

劉敏昭女士，莫娉勤女士，黃景雲女士，陳林麗琼女士，區梁慧儀女士 

 

執行委員會：各支團團長(牧區婦女部部長)及由各支團選派代表 2 至 3 名；就

傳道區而言，由各支團(婦女部)選派代表 2 名；如任何牧區或傳道區未有設

立任何支團，該牧區或傳道區選派 2 名婦女成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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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況 

 

1. 應屆主題 (2016-2019) ：「傳道服務，侍主愛社群」 

 

2. 本團於本屆 (2016 – 2019) 在以下日期分別開了 11次執委會: 

• 2016年 4月  2日 

• 2016年 5月 28日 

• 2016年 7月 23日 

• 2016年 9月 24日 

• 2017年 1月 14日 

• 2017年 5月 27日 

• 2017年 8月 26日 

• 2018年 1月 20日 

• 2018年 5月 19日 

• 2018年 7月  7日 

• 2018年 11月 24日 

 

3. 秉隨本團贊助人鄺保羅大主教之指導，本團於上屆年會通過本屆職員任期由一年延

至 3年，在 2016年 4月 2日第一次執委會在新一屆職員互選中產生新一任團長為

王紫珊。 眾執委邀請上屆團長陳林麗琼及為本團服務多前年職員區梁慧儀為香港

島教區婦女團顧問。本團亦邀請了冼月芬牧師加入我們的聖品顧問行列，另徐旭帆

牧師因聖職繁忙辭退本團顧問一職，本團十分感謝他多年的支持。 

 

4. 繼通過本團延長職員會任期後，執委會亦通過修改團章有關章條，並遞交教區常備

委員會審批。經教區常備委員會覆函，解釋由於婦女團只是敎區轄下的一個團契組

織，並沒有納入憲章，因此團章無須教區審批，常備委員會只認收團章作紀錄。 

 

5. 就着本屆的主題：「傳道服務，侍主愛社群」，本團至今舉辦了下述活動，主要譲各

支團能共同認同主題的異象，並能身體力行，作美好的見證: 

 

日期 活動概覽 

28/05/2016 主題講座：「傳道服務，侍主愛社群」 

團牧胡偉豪牧師為我們主講本屆主題，並以香港島教區主教座堂  - 聖

約翰翰座堂的工作為例，解説聖公會的傳道服務理念。 

會後胡牧師更為參加者安排導賞座堂。最後參加者在寧靜的聖母小堂 

(Lady Chapel) 晚禱後才散會。 

 

23/07/2016 

 

關懷講座: 「聖基道兒童院 – 同行有愛 傳承希望」 

本團邀請了聖基道兒童院總幹事陳王麗芬女士，於聖馬利亞堂為我們分

享聖基道兒童院的使命及工作，使我對他們的工作有更深入的認識。 

講座有晚禱，及後聖馬利亞堂婦女部以精美茶點款待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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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概覽 

03/09/2016 退修會: 「奇妙聖恩赤柱遊」 

本團藉此次退修會探訪本教區的傳道區 - 聖恩堂，及參觀其中的聖恩幼

稚園，以加深認識我們的傳道區及牧區學校，也望增進彼此的情誼。其

主理聖品林振偉牧師為我們主禮早禱後，介紹聖恩堂的歷史及現今的聖

工。及後更有該堂校友盛情款待，嘗到他們親手制作的茶點。 

午餐後我們也藉此機會探訪聖公會赤柱聖士提反書院。該校學生領我們

導賞該校及介紹該校在大戰中的歷史。 

 

14/01/2017 年會: 

本團於聖士提反堂舉行周年感恩崇拜，及後舉行周年分享會回顧本團及

教區各牧區團友的事工，在分享會中更有讚美操獻舞。本團亦藉此機會

與各牧區教友共享團契愛筵，各牧區婦女分別提供她們的精選菜色，譲

我們難得一嘗她們精湛的廚藝。年會在歡樂氣紛中結束。 

 

27/05/2017 參觀聖雅各福群會 : 
本團一直與聖公會社服機構 - 聖雅各福群會 - 有密切聯繫，定時參與其

松柏團契事工。為更了解該會的多元化的服務，籌辦了這次探訪，參觀

其總會及堅尼地道重建大樓。福群會負責人為我們介紹該會的服務及導

賞總會和重建大樓內的各樣設備，其中多元化及充滿創意的設施，令參

加者大開眼界，流連忘返！ 
 

14/10/2017 「漫步心靈花園」退修會: 
為鼓勵教友在繁忙生活中找尋心靈的力量，本團舉行退修會 – 「漫步心

靈花園」，也望教區內信徒藉此加深認識，增進彼此的情誼。當天假聖腓

力堂參加其「心靈花園」工作坊, 由「心靈花園」導師帶領默想。配合經

文，安靜心靈。參加者可在天水圍公園優美的環境漫歩靈修，也可在聖

腓力堂特別悉心預備的各心靈內室及明陣中作不同形式的安靜默想，也 
有分享時段讓各人分享當中的得著，最後以泰澤式崇拜結束，是一個難

忘的屬靈經歷。 
 

20/01/2018 周年分享會及感恩崇拜: 
雖然本團於上屆年會通過職員會任期由一年延至 3年, 本團每年仍舉行

周年分享會回顧本團及教區各牧區團友的事工，亦藉此機會與各牧區教

友共享團契，當中也進行感恩崇拜為到上主對本團在過去一年的帶領和

保守獻上感恩和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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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概覽 

19/05/2018 關懷講座 - 「面對壓力 調息身心」: 
本團深悉在香港的繁忙都市生活中, 現今婦女在家庭、親職、工作和其他

生活的需要上面對多方面的的壓力，特別邀請了香港聖公會輔導服務處

中心主管及臨床心理學家陳凱昇先生主講講座, 讓各人更認清壓力的本

質，學習有效的方法調息身心。內容包括短講，減壓練習和分享。 
 

13/10/2018 製作毛巾公仔工作坊 
因應總團 2018年的聖誕探訪將由本團負責籌備及安排表演，遊戲項目

等，本團舉行工作坊請教區各堂姊妹參與摺毛巾公仔作為禮物於聖誕探

訪時送給院友。在蕭馬麗眉悉心指導下，各堂姊妹集工作於娛樂，不費

多時便製作了二百多隻毛巾小動物。 
 

 

6. 除了特別籌辦的活動外，本團有下述之恒常活動，讓教友有機會參予自己牧區以外

的教會活動： 

 

事工 活動概覽 

關懷事工 聖雅各松柏團契 :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二 (分別由聖保羅堂、聖士提反堂

及北角聖彼得堂婦女部帶領) 

 

讚美操 每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四分別於聖馬利堂及聖路加堂牧民中心由專人定

期舉辦訓練。 本團衷心感謝導師蔣群娣女士多年悉心指導，使參加者

得益良多。亦感謝聖公會聖馬利亞堂借出副堂及聖公會聖路加堂借出牧

民中心作讚美操練習之用。 

 

 

7. 此外，本團亦參與香港島教區、教省及婦女總圑籌劃之活動及事奉，見證得及體現

主內一家的精神，活動簡述如下:- 

 

事工 活動概覽 

教區事工 

 應教區辦事處之邀請，本團不時在教區聖品封職禮及其他教區的崇拜中

當值司事，協助擔任招待和負責收捐, 本屆內包括參加以下崇拜聚會: 
• 2017年 11月 1日 - 聖品封職禮 
• 2018年 10月 27日 - 聖品封職禮 
• 2018年 12月 2日 - 將臨期歌述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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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 活動概覽 

婦女總團事工 
 作為教省婦女總團旗下的其中一個教區婦女團，本團積極支持總團的事

工，參與總團多項周年事工和活動。其中包括: 
• 周年事工: 

o 周年分享會及中期分享會 
o 周年募捐運動 
o 周年聖誕探訪 

• 總團退修會 
• 基督教協進會活動: 包括世界公禱日、婦女事工委員會合一活動

等。 
 

其他事工 
教省成立

20周年紀念

活動 

教省為成立 20周年籌備多項慶祝活動， 包括: 
- 健身嘉年華 (2月 3日) 
- 音樂會 (7月 10日) 
- 感恩崇拜及聚餐 (10月 6日) 

 
本團應總團統籌及招募，作出配合和事奉，包括: 

• 幫忙包裝海外嘉賓歡迎包 
• 招募義工迎接海外嘉賓 
• 參與感恩崇拜會場接待工作及協助領聖餐安排。 

 
全港佈道會

02/12/2017 

「主愛臨香江」: 
為配合在香港大球場舉辦的全港佈道會「主愛臨香江」，本團向鄰近的聖

馬利亞堂借用其副堂作集合地點方便教友聚集一起到大會。 
此外本團也有參與總團協助宣傳及安排響應大會呼籲，組織小組協助籌

備各場的歡迎包。 
 

 

 

 

紀錄: 王紫珊(團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