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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香港教會普查簡報》中的主要結果羅列如下：
 全港華語堂會共 1287 間，較 2009 年增加
增加了
增加 37 間。
 堂會數目每年平均增長率較 2009 年放緩
放緩。
放緩
 由於堂會數目的增長速度不及全港人口的增長速度，平均每間堂
會需要服侍本港人口數目輕微增加
輕微增加。
輕微增加
 全港最多堂會聚集的地區是油尖旺區，其次的就是深水埗區，排
列第三的沙田區。
 全港各區堂會與人口比例，最大的是油尖旺，最小的是港島南。
 本港的植堂發展趨勢已由宗派主導轉變為堂會主導。
 近五年開始有崇拜聚會的堂會，較 2009 年減少
減少。
減少
 在過去五年曾植出分堂的堂會，較 2009 年減少
減少。
減少
 有計劃／正在計劃於未來五年植出分堂的堂會，較 2009 年減少
減少。
減少
 有計劃於未來三年擴堂的堂會，較 2009 年減少
減少。
減少
 有 1,064 間的堂會具宗派／聯繫性質。全港共有 71 個這類的宗派
／聯繫。
 過去三年曾與地區堂會交流合作的堂會，較 2009 年減少
減少。交流合
減少
作的形式以佈道及祈禱為主。
 堂會主要崇拜場地約半數是自置物業。屋宇類別以住宅樓宇(包括
商住兩用樓宇)為主，其次是學校場地，比 2009 年的顯著增加
顯著增加。
顯著增加
 全港堂會崇拜場地(一次過)主要容納 100 至 200 人。
 全港 96.6%的堂會經濟是自給自足，與 2009 年的相若
相若。
相若
 2013-2014 年度全港 71.2%的堂會收支有盈餘或平衡，與 2009-2010
年度相若
相若。
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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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兩年的對外奉獻佔該年的總收入不多於 5%的堂會，較
2008-2009 年的為多
多。
 提供無障礙通道(可供輪椅使用)的堂會比 2009 年的有所增加
增加。
增加
 有提供政府認可的婚姻註冊服務的堂會與 2009 年相若
相若。
相若
 本港有 228 間堂會以堂會正式名義開設「臉書」帳戶／專頁。
 本港教會參與崇拜聚會人數的增長有放緩
放緩的跡象。
放緩
 參加主日、週一至五和週六舉行的崇拜聚會的人數比率與 2009
年的相若
相若。
相若
 在參加主日崇拜的人士中，是以參加主要崇拜(包括任何年齡人士)
為主。
 對比 2009 年的每週崇拜聚會舉行次數，於週一至五舉行的崇拜聚
會次數有較顯著的升幅
較顯著的升幅。
較顯著的升幅
 在週六參與青少年崇拜人數和舉行堂次有顯著跌幅
顯著跌幅，而在週六參
顯著跌幅
與主要崇拜的人數和舉行堂次卻有顯著升幅
顯著升幅。
顯著升幅
 本港超過八成的堂會舉行兩次或以上崇拜聚會，較 2009 年為高
高。
 舉行較多崇拜堂次的堂會，其崇拜入座率亦較高。
 崇拜聚會使用的語言以廣東話為主，比率與 2009 年相若
相若。
相若
 主日學／聖經教導課程、團契／小組、祈禱會和培育／培訓課程
的出席率與 2009 年比較皆有改善
皆有改善。
皆有改善
 堂會規模 51-200 人的堂會在數目和佔堂會總數的比率上均較五年
前減少
減少；相反，堂會規模
200 人以上堂會持續增加
持續增加。
減少
持續增加
 全港所有堂會規模達 500 人以上的堂會合共的崇拜人數，佔整體
崇拜人數的比率，較 2009 年為高
高，堂會生態的不均現象正在增加
增加。
 堂會會眾的年齡分佈情況和全港人口的接近，惟 25-64 歲的會眾
比率略低
略低於人口比率。
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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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歲以下的會眾數目較五年前減少
減少，相反
45 歲或以上的會眾數
減少
目有所增加
增加，反映過去五年教會的老齡化現象正在持續加増
持續加増。
增加
持續加増
 女性佔會眾比率只有輕微調整
輕微調整，男女失衡現象依然值得關注。
輕微調整
 62.2%的堂會有新來港人士參與崇拜聚會，總人數較 2009 年為多
多。
 61.8%的堂會有殘障人士參與崇拜聚會，總人數較 2009 年為多
多。
其中以肢體傷殘／行動不便人士佔大多數，其次為精神病患者。
 2009-2013 年的推算受洗總人數較 2004-2008 年的有所增加
增加。
增加
 堂會轉會（只計轉入）人數按年有所增加
增加。
增加
 全港堂會各職系同工和受薪教牧同工的總數均較 2009 年有所增
加，而相關職位的空缺率均較 2009 年的明顯減少
明顯減少。
明顯減少
 受薪教牧同工女性比率略低於 2009 年。
 在職 6 年或以上的教牧同工佔總人數的比率，較 2009 年明顯增加
明顯增加。
 有教牧同工事奉達 10 年以上的堂會，較 2009 年的顯著上升
顯著上升。
顯著上升
 全港有 70.8%的堂會在過去五年間曾有教牧同工轉職。過去五年
本港教牧同工轉職情況略有改善
略有改善，但仍然頻密。
略有改善
 全時間進修神學的會友主要在本地就讀，總人數較 2009 年為少
少。
 本港堂會的核心領袖數目和參與事奉人手數目與 2009 年的相若
相若。
相若
 本港堂會有 169 間堂會沒有堂主任。另外有 113 間表示其堂主任
將會於未來 3 年退休，其中有 42 間已有確實的堂主任接班人。
 堂會在牧養與組織方面採用「多重系統」(multi-systems)的現象持
持
續增加。
續增加
 堂會在牧養信徒上，發現信徒最常遇見的問題是工作及子女教
養，其次是危疾／長期病患／健康問題、學業、人際關係等問題。
 過去一年沒有紀律個案的堂會，對比 2009 年有所增加
有所增加，反映堂會
有所增加
在預防、教育及輔導會眾方面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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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代基督徒在大部分的堂會中只屬少數。
 最多堂會關注的青少年事工相關課題是導師不足，其次是青少年
信徒流失，其中以青少年升讀大專後的流失最被受關注。
 逾六成的堂會表示導師不足為首三項最需要關注的青少年事工
相關課題，其次是需要關注青少年信仰質素。
 逾六成的堂會設有分齡牧養的事工，其中以長者事工最為有效，
其次是中學生／青少年事工。職青與大專生事工在分齡牧養成效
分面的評價偏低。
 全港堂會有 28.7%的堂會設有專職同工，同工類別主要是成人事
工，其次是青少年事工。
 64.8%的堂會有給予教牧同工在職進修的安排，較 2009 年為低
低。
 堂會的教牧同工在過去三年主要進修的首三科目與 2009 年結果
相同，但整體教牧同工進修的次數明顯下降
明顯下降。
相同
明顯下降
 整體來說，堂會舉辦各項培育課程的次數明顯下降
明顯下降。主要舉辦的
明顯下降
是慕道／栽培課程，其次是查經／聖經課程。
 堂會在未來三年的培育需要雖然仍是以門徒訓練為主，但有此需
要的堂會數目和比率均較 2009 年的為低
低。

 81.7%的堂會有特定的佈道對象，較 2009 年的減少
減少。
減少
 97.3%的堂會的佈道實踐方式是以信息為重，其中有 25.1%是純信
息，其餘大多數是與服務並重。
 堂會過去三年經常採用的佈道方法／策略，主要是友誼佈道／一
領一，其次為教會佈道會／福音主日、福音性研經。
 近五成半的堂會表示友誼佈道／一領一為首三項有效的佈道方
法／策略。
 堂會參與上街抗議／遊行的比率，比 2009 年的有顯著上升
顯著上升。
顯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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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堂會關注的社區課題來看，最多是關注同性戀，其次是關注極
端教派。而教會對民主進程（例：政改／普選）和社會公義的關
注，較 2009 年明顯增加
明顯增加。
明顯增加
 66.0%的堂會的聚會地點有提供社會服務，較 2009 年的為高
高。
 10.1%的堂會以多於 5%的堂會支出服侍貧窮人。
 67.1%的堂會的慈惠金會用以幫助堂內弟兄姊妹，其次是救災。
 整體堂會的差傳動力有所放緩
放緩。
放緩
 19.4%的堂會以多於 10%的堂會經費支持差傳／宣教事工，較 2009
年為少
少。
 堂會差派會友的事奉地點以海外為主，其次是內地，均較 2009
年為高
高。
 25.9%的堂會有蒙召準備當宣教士的會友，較 2009 年的為低
低。
 曾在過去三年與內地教會交流的堂會，較 2009 年為低
低。交流形式
以訪問交流為主，其次是培訓／神學教育。
 全港參與短宣的總人次中以 25-64 歲的成年人為主，其次是 15-24
歲的青年人。
 56.4%的堂會過去一年的短宣實際支出少於一萬。
 絕大部份的短宣支出皆由信徒自行承擔。
 超過六成的堂會表示面對資源不足的挑戰。
 超過一半的堂會的困難在信徒質素方面，較 2009 年的為高
高。
 超過三成的堂會的困難在開展事工方面，較 2009 年的為高
高。
 面對年齡斷層的困難的堂會比率，較 2009 年顯著上升
顯著上升。
顯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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