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錦繡堂   
FAIRVIEW PARK ALLIANCE CHURCH 

2021 年 4 月 4 日(日) 

 

復活節聖餐崇拜  

早上 10:00  

加恩樓  

上午 11:30 

洪恩堂  

上午 11:30 

復活節聖餐崇拜   曾裔貴牧師  

《 初 熟 的 果 子 基 督 》 哥林多前書 15:1-10 

加恩樓          蔣文忠傳道  

《 人 生 的 指 望 》  使徒行傳   3:1-10 

洪恩堂          老耀雄牧師  

《我們所做的，  

我們知道嗎？》  

路加福音  23:32-49  

約翰福音  19:30    

『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哥林多前書 15:20》                                                             

年題：「靈 命 成 長 ‧ 立 志 擺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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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樂 …………………………………………………  眾    立 

⚫ 宣召 …………… 彼得前書 1:3 ………………… 眾    立 

⚫ 詩歌 …………… 《祂是神》 世 203 ……………… 眾    立 

⚫ 詩歌 ……………《主復活》生 129 ……………… 眾    坐 

⚫ 讀經 ……………《主是力量》生 63 ……………… 眾    坐 

⚫ 詩歌 ……《我的救贖者活著》泉-深觸我心 32 …… 眾    坐 

⚫ 詩歌 ……………《主活著》生 413 ……………… 眾    坐 

⚫ 頌禱 ……………………………………………… 眾    立 

⚫ 認信 ……………《使徒信經》…………………… 眾    立 

⚫ 聖餐 ……………《領我到髑髏地》生 125 ……… 眾    坐 

⚫ 宣道 ……………（講題刊載於封面）…………… 眾    坐 

⚫ 詩歌 ……………《因祂活著》世 206 ……………… 眾    坐 

⚫ 牧禱 ……………………………………………… 眾    坐 

⚫ 讚美詩 …………………………………………… 眾    立 

⚫ 祝福 ……………………………………………… 眾    立 

⚫ 使命詩 …………《榮耀歸與祢》恩 194 ………… 眾    立 

⚫ 默禱散會 ………………………………………… 願主賜福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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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4 日  上午 11：30 

加恩樓崇拜程序   

⚫ 歡迎 / 互相問好 …………………………… 吳景霖傳道 

⚫ 報告 ………………………………………… 吳景霖傳道 

⚫ 祈禱 ………………………………………… 吳景霖傳道 

⚫ 詩歌敬拜 …………………………………… 敬  拜  隊 

⚫ 讀經 …………… 使徒行傳 3:1-10 ………… 領 唱 

⚫ 證道  …………《人生的指望》………… 蔣文忠傳道 

⚫ 回應詩歌 …………………………………… 主席及敬拜隊 

⚫ 祝福 ………………………………………… 謝靄薇牧師 

洪恩堂崇拜程序 

⚫ 序樂 ………………………………………… 楊穎兒姊妹 

⚫ 宣召 …………… 詩篇 100:1-2 …………… 楊穎兒姊妹 

⚫ 敬拜讚美 ……………………………………  領      唱 

⚫ 頌禱 ………………………………………… 楊穎兒姊妹 

⚫ 認信 …………… 使徒信經 ……………… 楊穎兒姊妹 

⚫ 宣道 … 《我們所做的，我們知道嗎？》 …                        老耀雄牧師 

       路加福音 23:32-49、約翰福音 19:30  

⚫ 報告 ………………………………………… 老耀雄牧師 

⚫ 奉獻及牧禱 ………………………………… 老耀雄牧師 

⚫ 讚美詩 …………… 生 535 ………………… 領      唱 

⚫ 祝福 ………………………………………… 老耀雄牧師 

⚫ 使命詩 ……………………………………… 領      唱 

⚫ 默禱散會 …………………………………… 願主賜福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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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語崇拜  2021 年 4 月 4（日）上午 9:15 

Worship Leader Rev. Carol B. Ilidan 

Preacher Rev. Carol B. Ilidan 

Topic Easter: How Do We Know and It Happen? 

Scripture Luke 24:25-27 

印尼語崇拜  2021 年 4 月 4（日）上午 11:00 

Worship Leader Rev. Rustam Effendi 

Preacher Rev. Rustam Effendi 

Topic Kematian Kristus Mengubah Hidupku 

Scripture 1 Petrus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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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近期聚會  

日期 時間 方式 活動名稱 

4/4（日） 上午 09:00 教會 facebook 幼兒崇拜 

4/4（日） 上午 10:00 
實體崇拜 及 

Youtube 直播 
復活節聖餐崇拜 

4/4（日） 下午 02:30 
實體聚會 及 

Youtube 直播 

2021 年上半年 

浸禮 

7/4（三） 晚上 08:00 
實體聚會 及 

Youtube 直播 
守望祈禱會 

8/4（四） 晚上 07:30 
實體聚會 及  

線上 zoom 同步 
聖經人物研讀 

 

 

上週聚會人數：(2021 年 3 月 27 日 至 2021 年 4 月 2 日) 

 實體崇拜 網上崇拜  實體崇拜 網上崇拜 

晚堂 

 

 57 加恩樓 

 

 50 

早堂  46 洪恩堂  40 

午堂 146 宣德堂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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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三日 / 四月四日 

為宣教士禱告 (郭熹瑜、林倩雯、郭爾信—日本) 

(…續上期) 

1. 感謝天父聽禱告，爾信能順利考入光星中學。請為爾信能與現在

HIS 的同學及老師有好的道別代禱。3 月 20 日是光星中學的新生入

學簡介會，4 月 8 日是中學的開學禮，請為爾信的入學準備代禱(有

數本入學前要完成的假期作業)。也請為爾信在新學校的適應代

禱，求神為他預備合適的老師及同學代禱。 

2. 請為爾信的教會生活代禱。今年 1 月開始，爾信開始參加平岡教會

的中學生主日學及小組。求神幫助爾信能更認識神的話語，並能有

美好的團契生活。另外熹瑜及倩雯每月也要定期到其他教會講道。

求主也幫助爾信能適應這種走訪不同教會的「教會」生活。 

3. 請為熹瑜及情雯能透過爾信的學校，聯繫及接觸到不同的日本人家

庭代禱，求神為我們打開傳福音的門。 

4. 請為我們 3 月下旬之搬屋安排代禱，求神賜合適的天氣，並保守整

過搬屋的過程。 

5. 請為倩雯語文顧問的事奉代禱，求神賜耐心、細心、及溝通與協調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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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奉獻收入

每月支出 $103,240

6. 北海道整體之事工方面：熹瑜 1 月份將要與 3-4 間日本教會落實不

同類型的合作計劃的內容，請為商討及落實的過程代禱，求神保守

一切的溝通，願神使用各項合作計劃，使用被差派到不同教會的宣

教士，使他們能成為教會的祝福，並且能引領更多日本人認識耶

穌，信靠耶穌。也請為正在商討的兩項有可能發展之植堂事工代

禱，求神顯明祂的心意。 

7. 3 月 7 日及 28 日、4 月 10 日及 17 日，熹瑜及倩雯將會在 3 間不同

教會之崇拜中證道，求神使用所預備的信息，成為眾人的鼓勵。另

外，也請為我們協助平岡教會之佈道預工聚會「平岡茶座」代禱。

我們將會負責 5 月 15 日之聚會內容。 

8. 感恩！神引領一位在札幌進修的姊妹回應兒護服侍的需要，每週前

來 OMF 的語文及文化中心 1-2 天，協助照顧多位幼童，請為這位

姊妹代禱。另外，因有多個新任宣教士家庭計劃在今年陸續到步，

求神繼續預備合適的人選參與兒護事奉。 

 

差傳奉獻 2021 年 3 月份差傳累積奉獻是＄97,800.00 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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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基督教是最具影響力的宗教，雖然它並不是全球最多

信眾的宗教。筆者所說的影響力，也並不是因為它的信眾是極具影響

力的一群。基督教的真正影響力，全在於復活的耶穌基督。如果再由此

推論，一位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祂的復活正是我們地上一切人

生問題的答案和出路也絕不為過。今年是福音聖詩「因祂活著-Because 

He Lives」慶祝 50 周年，這首詩歌由 1971 年被創作開始，就在全球基

督徒的心中帶來重要的影響。1這首詩歌的靈感完全是來自對神的存在

的信心。 

 

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  

耶穌基督在最後晚餐時勉勵祂的跟隨者，說他們必定因為看見祂

而活著。2耶穌基督所指的活著，並不是指肉身的活，而是門徒日後面

對大大小小無力招架的困難時，仍然有信心和力量去面對，因為復活

的耶穌基督仍然活著。這段經文也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發，就是只有

門徒能夠在耶穌離世後仍然可以看到祂，而世人卻看不見。因此，可以

肯定耶穌指門徒要活著，是指到因為看見復活的耶穌，就可以靠著祂

去面對任何困難。 

  

 
1 
https://www.crossrhythms.co.uk/articles/music/Because_He_Lives_The_story_behind_a
_worship__Southern_gospel_classic_/59502/p1/。 
2 約翰福音 14：9。 

牧者之言 

題 目 ：「 請 轉 眼 仰 望 耶 穌 」 曾裔貴牧師 

 

                              

https://www.crossrhythms.co.uk/articles/music/Because_He_Lives_The_story_behind_a_worship__Southern_gospel_classic_/59502/p1/
https://www.crossrhythms.co.uk/articles/music/Because_He_Lives_The_story_behind_a_worship__Southern_gospel_classic_/59502/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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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耶穌基督知道，門徒只要靠著聖靈的啟示幫助，就能對

真理有認識，而真理會讓我們有充足信心面對明天。也就是說，信靠復

活的耶穌基督，是我們勝了世界，勝了死亡的唯一辦法。而要信靠耶穌

基督，也沒任何捷徑，只能夠在愛裡對祂開放自己的心靈，與及對真理

的降服。 

 

要如何體驗  

 一切由耶穌開始，一切由復活的耶穌開始。對我們而言，未必能夠

立即體驗那份復活的大能。可是，當我們嘗試把以往人生的每一個節

點串連起來的時候（Connecting the Dots），3就會發現祂的同在，祂復活

生命對我們的影響。正因如此，我們可以說，基督教是全世界最具影響

力的宗教，原因是，我們有解釋人類終極死亡的能力，並且我們也有著

看見耶穌仍然活在我們中間的能力，致使我們有力量讓世人透過我們

所面對的各個處境，看到復活的基督。 

 

復活節，讓我們回望那十架上的基督，一切的改變，都是因為祂已

從死亡中復活了。互勉！ 

 

 

 
3 2005 年，蘋果公司創辦人喬佈斯（Steve Jobs）在美國 Standford 大學的演詞，其

中他提到自己是如何連結過去。 

牧者之言                                                                                                            

 

4-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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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2021年 4月 4日 至 4月 10日 

為世界、中國、香港祈禱： 

1. 請記念各國各地對採用正確疫苗，各地各人接受接種後均得平安健康。 

2. 請為香港學校將在復活節後增加面授班別祈禱，求使師生適應及平安。 

為教會祈禱： 

幼兒區－幼兒部 
1. 感恩可以重返校園，請記念幼兒適應及享受校園生活。 
2. 未來計劃探訪，請為籌劃代禱。 

為 10/4 晚堂林佩心姑娘、11/4 早堂黃頌言姑娘、午堂鄧泰康傳道傳道、加
恩樓陳麗蟬牧師及洪恩堂郭鴻標牧師代禱；願眾僕人同感一靈，領受及宣
講神話語，讓錦宣家會友靈命茁壯成長。 

蘇寶瑚 
幹事 

1. 求主使家人身、心、靈健康，早日信主。 
2.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平安，工作順利。 

劉振強 
堂董 

1. 求主看顧小兒，希望他早日回轉，歸信主耶穌基督。 
2. 感謝主，香港疫情數字近期有回落跡象，求主繼續保守香港， 

使疫情盡快得到全面控制，香港回歸平靜，市民生活回復正常。 

高美珊 
執事 

1. 感謝神，小兒車禍蒙主保守得平安。 
2. 求主保守家人注射疫苗後無不良反應。 

SAT 7 
差傳機構 

1. 請記念機構在網上的事工，及對觀眾的關懷和輔導。 
2. 求主使他們成為青少年、酗酒者、被家暴者的祝福。 

教會肢體需要祈禱：  

梁詠賢 
(提升免疫力) 

溫尚成 
(癌，牙牀炎康復) 

沈偉婷 
(心臟) 

趙康澄 
(嬰孩腦部發展) 

邱年湘 
(冷凍人症) 

賴佩英 
(腎病) 

何子洋 
(中風) 

劉國東 
(濾泡性淋巴癌) 

林寶蓮 
(腦出血) 

趙秉仁 
(康復） 

梁世榮 
(抽筋) 

潘燦光 
(癌症、糖尿病) 

巫健通 
(肺癌) 

何昭蓉 
(淋巴瘤) 

黃婉玲 
(腸癌康復) 

彭健欽 
(癌症治療中) 

龍愷文 
(皮膚) 

曾少珍 
(化療) 

李觀皇 
(心臟) 

李慶良 
(中風康復) 

蘇麗明 
(康復) 

詹女士 
(腦中風) 

黃文健 
(中風) 

陳潔梨 
(柏金遜症) 

甘兆銘 
(康復) 

鄧瑋昌 
(康復) 

  

懷孕肢體需要：王雅心姊妹，求主保守她的身體及胎兒平安。 
    



直播祈禱會為五分鐘代禱對象祈禱 

(3 月 31 日) 

 姓名 病症 關係 

1 李觀皇 心臟 李彩群之父親、會友 

 長者。感恩天父常看顧老弟兄，讓他有心有力地學習和追求。

他很希望疫情能穩定下來，可到教會聚會。近來李弟兄覺得睡

眠不很足夠，夜半醒來後要很久才能入睡，求主幫助。 

2 林寶蓮 腦出血 陳志慧之妻子、會友 

 長者。寶蓮的情況穩定。感恩寶蓮情況穩定。祈求天父保守，幫

助寶蓮在院舍照料中，身體、腸胃和皮膚都能安好，褥瘡情況好

轉。求神繼續醫治她，使她的呼吸器官功能可以有進展，可以自

主呼吸。 

3 曾少珍 化療 會友 

 長者。少珍姊妹上星期五覆診，發現癌細胞已對笫三代標靶藥

產生抗藥性；並且出現肺積水。求主醫治姊妹，安慰家人，幫

助她排出肺內積水，呼吸能暢順，能有食慾，能繼續做輕微運

動。 

4 巫健通 肺癌 巫美鳳之父親 

 長者。感謝主，巫先生在每次的治療中都平安，不太影響飲食，

孫兒們在家上課，更方便了他與孫兒們交談玩樂。在這四個月的

治療中，胃出血也止了，癌細胞也受控了，更感恩他積極面對，

又沒有太大的副作用，情況穩定，家人也很安心。 



 姓名 病症 關係 

5 蘇麗明 頸椎康復 劉卓樂之妻子、會友 

 長者。麗明雙胎孫兒滿月，家人都很高興，為了孫兒也更努力。

感恩他們住的地區疫情不重，可常到公園曬太陽。求主保守他

們的喜樂和平安，保守麗明的健康情況。 

6 甘兆銘 中風 會友 

 長者。甘先生最近做了尿管，身體不適應，引致發炎，求主醫治。

甘先生的母親嚴重中風入院，右身無力，求主保守，賜她心靈平

安，早日康復。 

7 陳潔梨 柏金遜 李慧妍之伯娘、未信 

 長者。求主幫助潔梨內心安然，一家人能積極尋找神，回應神，

早日決志。求主幫助她將內心意念向神開放，讓神的愛可以進

入她內心。 

8 彭健欽 癌症 彭振隆之父親、初信 

 長者。彭伯伯情況一般，繼續做標靶治療。他太太發現胰臟癌

擴散，引致糖尿指數甚高，將進行化療。請為他們夫婦祈禱。 

9 梁世榮 抽筋 初信 

 成年。感恩天父看顧，世榮近來少抽筋，但精神不很好，求主

賜他智慧和精力，可以親近主，可以向人分享他信主的經歷，

幫助未信親友認識神。 



 姓名 病症 關係 

10 何昭蓉 淋巴瘤 王玉嫦之親友 

 長者。昭蓉姊妹做了尿管腎石手術及拆除支架，出院幾天又嘔

血，再入博愛治療腎石，腹腔有半公升水。另她的卵巢有個 9cm

既水泡，醫生寫轉介信讓她看婦科，求主醫治。 

11 何子洋 中風 賴佩英之子 

 子洋已經進入康復階段，求主幫助子洋，藉著合適的運動和治

療，左邊手腳和視覺能得到改善，漸漸進步。 

12 潘燦光 癌症、糖尿 會友 

 長者。感謝神燦光平安經過新年，與兒孫網上歡聚。求主醫治

他，讓他心肺功能能好好保存，呼吸能常暢順。 

13 龍愷文 皮膚 龍顯雲之兒子 

 天氣常變化，每日的氣溫和濕度也常轉變，求主幫助愷文平安，

免疫力提升，皮膚情況可好轉，心情可得安慰。求主保守記念

他的需要，並讓他能內心泰然，積極仰賴恩主，正向面對生活，

並在疫情中得保守。 

14 詹女士 腦中風  

 詹女士腦中風，留在家中休息，不太能夠說話，現在正在接受

物理治療。她未信耶穌。求主看顧她，讓她從物理治療得到幫

助，身心得安慰，並早日信主。 



 姓名 病症 關係 

15 黃婉玲 末期腸癌康復 黃婉雲之妹 

 成年。因為腸手術完成，重新復合造口。求主幫助婉玲適應腸 

復合手術後帶來的種種不便，能找出原因，對應治理。 

16 趙康澄 嬰孩腦部發展  

 感謝神，康澄已 11 個月大了，已是一個活潑可愛，喜歡學行行

站的小公主了。求主記念父母照顧她的辛勞，讓父能安排時間，

有合適社交生活。求主幫助康澄早日可拔除飲食管，自己進行

飲食。每次飲食管鬆脫了，小康澄她都很快樂。 

17 羅沈偉婷 心臟  

 羅太將要做第二次手術。心臟手術完成了三個月，情況進步得

很好。現在不能拿重物，動作也要慢。她願意在未來更多認識

神。求主醫治她，那領她堅定信靠神。 

18 劉國東 瀘泡性淋巴癌  

 國東弟兄廿年來經常身體不適，不斷求醫，最近才發現是瀘泡

性淋巴癌。Chris 經過第三次化療，初時很疲倦，沒有胃口，現

在情況好轉，精神好了，面色好了些，感恩，求主使用藥物醫

治他，安慰他家人朋友。 



   

 姓名 病症 關係 

19 邱年湘 冷凍人症  

 邱弟兄主要是左邊身體乏力，先是左腳，然後是左手。本來早

前運動量增加了，情況也穩定了些。但這兩個月情況轉變了，

他左腳的能力衰退了很多，右腳又增加了痛症，使家人很心痛，

求主記念。 

20 溫尚成 癌，牙牀炎康復  

 長者。溫世伯已拔除相關牙齒，現治療牙牀炎。待牙牀炎康

復，即安排治療癌症。牙牀傷口現在慢慢由底層往上生，吃

飯仍有微痛。為了治療癌症也發現了骨質缺鈣，求主幫助他

能有效補充鈣質，預備面對化療。2 月份有很多覆診，使溫世

伯很累。3 月份本來只有一個預約覆診，但因為可能有蛋白

尿，是腎功能的問題，所以要安排抽血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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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宣家分堂、植堂、擴堂消息及代禱  

宣 德堂  

請記念 11/4 主日講員張美薇牧師，10/4 青成講員潘偉恆傳道，求主

的靈充滿宣講者和聆聽者，願他們都蒙祢的賜福。 

請記念屯元天印尼福音事工，求主繼續使用兩位印尼的宣教同工

(Pastor Suarni & Sari)，把祢的好消息，傳遍屯元天區內的印尼人仕。 

洪 恩堂  

請為福音粵曲事工禱告，之前因為疫情的原故，粵曲隊的服事停了

一段時間。最近，疫情好轉，粵曲隊有機會再次出隊。求主加添能

力和恩典給隊員們，讓他們在這段時間能夠好好的練歌，為未來的

服事作準備。 

求主記念詩班指揮張元嘉姊妹，讓她能夠在營營役役的生活中，恪

守真道，活出信仰，見證主恩。為姊妹的兩個女兒能夠用心學習，

學有所成禱告。又求主保守姊妹的家人，特別是年老父母的健康。 

加 恩 樓  

教會能恢復現場崇拜，求主保守肢體的健康。 

求主保守近一季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課程順利，並能夠祝福更多街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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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報告 

感 謝 講 員 證 道 

歡迎首次蒞臨本堂崇拜之主內同道及慕道的朋友。請填寫 Connection 

card 後交與當值傳道同工，並繼續參與本堂聚會，及主內團契分享。 

感謝復活節聖餐崇拜曾裔貴牧師、加恩樓蔣文忠傳道及洪恩堂老耀雄 

牧師證道。 

教 會 聚 會 新 安 排  

因應疫情轉趨緩和，政府宣布放寬教會崇拜限制，但仍然緊守防疫 

措施，本堂將恢復晚堂、早堂、午堂及加恩樓崇拜(人數僅限 90 人)。 

本 年 度 的 全 年 奉 獻 收 據  

弟兄姊妹可於 24/4 起領取，領取的方式如下: 

1. Whatsapp (請提供電話號碼) 

2. 郵寄 (請提供地址) 

3. 電郵 ((請提供電郵地址) 

4. 自行到辦公室 

有關領取的方式，請用以下的方法通知教會： 

1. Whatsapp：9876 5272 

2. 電郵：accounts@churchfairview.com 

3. 電話：2471 4294 

若去年曾領取該收據，則毋需申請；如欲申請，請致電辦公室申請。 

第 二 季 主 日 學  

2021 年第二季(4-6 月)栽培訓練課程，歡迎弟兄姊妹到辦公室或網

上報名。 

mailto:accounts@churchfairvie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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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4 . 0  

1. 本堂 40 週年「行動 4.0、愛錦宣、愛鄰舍」常費籌募計劃，弟兄姊

妹可用不同方法參與此活動，為神的家在新一年裡抓緊每個福音

機遇，齊心努力。現已接受報名，詳情請到本堂網站查閱。 

2. 四十周年紀念文集《錦宣．信》，每本 100 元，請到教會辦公室購買。 

2 0 2 1 年 上 半 年 洗 禮  

於 4/4(日) 下午 2:30 在本堂舉行。 

受洗肢體名單如下：  

1. 趙綺德  2. 駱曼瑜 3. 梁翠冰 4. 何婉琪 

5. 朱肇基 6. 農艷群 7. 劉悅琪 8. 陳少君 

9. 麥誠湘 10. 李子樂 11. 陳曉桐 
 

 

招 聘 

本堂誠聘以下職位，有意者請繕履歷近照，寄元朗錦繡花園金竹北

路 32 號錦繡堂或電郵 info@churchfairview.com，信封面請註明申請職位。 

1 .  青少年傳道 — 神學畢業，重團隊精神，熱愛職青及青少年。 

安 息 主 懷  

1. 梁官培弟兄（神愛護理院）於 12/3（五）安息主懷，求主安慰

其家人。 

2. 陳林淑嫦姊妹（兒媳：陳圖強、梁幗慧）於 21/3（日）安息主

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公 眾 假 期  

5/4-6/4 為公眾假期，教會辦公室及社區中心均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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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參與奉獻安排 
回應弟兄姊妹查詢，教會在實施防疫措施期間， 

將增設以下奉獻渠道，以方便弟兄姊妹參與奉獻。 

奉獻方法： 

（1）銀行轉賬、櫃員機、網上銀行、轉數快 

匯豐銀行戶口號碼 548-4-002984 

中文名稱：宣道會錦繡堂有限公司 

英文名稱：Fairview Park Alliance Church Ltd 

（2）轉數快 

名稱：FAIRVIEW PARK ALLIANCE CHURCH LIMITED 

FPS ID ：9306135 

（3）PayMe 

請截圖（註明奉獻者姓名及手提電話）， 

以便教會會計跟進奉獻資料和記錄。 

（4）郵寄支票 

抬頭請寫「宣道會錦繡堂有限公司」或 

"Fairview Park Alliance Church Ltd"， 

（5）每月定額奉獻 

     請到教會網頁下載「直接付款授權書」 

（6）電子支票 

抬頭請寫「宣道會錦繡堂有限公司」或 

"Fairview Park Alliance Church Ltd "， 

請註明指定奉獻項目名稱、奉獻者姓名、奉獻代號（如有）及聯絡

電話，並把上述資料 —  

whatsapp 至 9876-5272  

或 電郵至 accounts@churchfairview.com 

或 郵寄至元朗錦繡花園金竹北路 32號(湖畔)「會計部」收   



奉獻 875,745 奉獻 29,121

社區中心 2,760

其他 818 879,323 其他 4,860 33,981

人事 (660,332) (130,666)

租金、差餉及

管理費
(80,172) (4,140)

差傳 (84,268)

保險費 (64,338)

其他 (159,242) (1,048,352) (134,806)

盈餘/(不敷) (169,029) 盈餘/(不敷) (100,825)

本年底 500,000          586,517

明年初 2,500,000       (512,034)

74,483

(3,000,000)

(2,925,517)

以上資料未經審計，只供參考。

代號 金額 代號 金額 代號 金額 代號 金額

A9986 10,000.00 KJ641 5,000.00 00144 2,500.00 000007 3,500.00

C0011 1,500.00 KMW7 100.00 00160 70,000.00 具名奉獻 389,313.00

CLS06 4,500.00 MTT56 500.00 00212 7,000.00
常費獻金

(錦繡堂)
970.00

C1801 3,200.00 P9776 4,000.00 00314 12,000.00

CYM 3,000.00 7號 7,000.00 00728 20,100.00

CY714 10,000.00 00112 20,000.00 00901 5,000.00

GOD'S GRACE 30,000.00 00120 1,000.00 10121 25,000.00 總數 635,183.00

 1 歡迎用支票奉獻 -抬頭請填寫「宣道會錦繡堂有限公司」或 FAIRVIEW PARK ALLIANCE CHURCH LTD.。

 2 亦可自行存入本堂的匯豐銀行戶口號碼 548-4-002 984,入數後收據交回辦公室作記錄。

3 本堂可依奉獻者之意願將其奉獻代號刊登於崇拜週刊內，如需要用代號者，請與本堂行政同工聯絡。

錦   宣   奉   獻   名   單

教會需償還

的貸款

教會的現金結餘 (2月底)

減: 流動負債

短期可用現金/(現金缺口)

減: 免息貸款總額

2021年3月28日(上週)奉獻收入 HK$635,183.00  (錦繡堂 $615,760.00  加恩樓 $19,423.00) 

   2021年2月錦繡堂收支報告   2021年2月加恩樓收支報告

收入 收入

支出 支出

租金、差餉

及管理費

電費、電訊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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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

1,500,000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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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 10/20 11/20 12/20 1/21 2/21

教會上半年的收支表

收入 支出 現金結餘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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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00

9/20 10/20 11/20 12/20 1/21 2/21

教會近期的收支表

收入 支出 現金結餘



2021 年 
4月2日 

（五） 

4 月 4 日 

（日） 

4 月 10 日 

(六) 

4 月 11 日 

(日) 

 
受苦節 

聖餐崇拜 

復活節 

聖餐崇拜 
     聖餐 聖餐 

 晚堂 

8:00 

上午 

10:00 

加恩樓

11:30 

洪恩堂

11:30 

晚堂 

7:00 

早堂 

9:00 

午堂 

11:00 

加恩樓

11:30 

洪恩堂

11:30 

主席 陳麗蟬 林佩心 吳景霖 楊穎兒 陳浩然 馬步榮 陳麗琴 吳景霖 張麗嬌 

講員 吳景霖 曾裔貴 蔣文忠 老耀雄 林佩心 黃頌言 鄧泰康 陳麗蟬 郭鴻標 

司琴 

 

 

 

范肇新 

 

 

 

陳巧怡 

 

 

 

林倩如 

陳子灝 

陳逸嵐 

陳子駿 

卓銘恩 

 

 

 

趙小玲 

 

 

 

張芷鈴 

 

 

 

張芷鈴 

 

 

 

陳子灝 

龍舒文 

周愷恆 

勞子諾 

卓銘恩 

 

 

 

領唱 

 

 

譚玉華 

何明剛 

 

姜楓華 

鍾燕妮 

雷偉基 

李穎諾 

尹彩娥 

周愷恆 

李雲鳳 

張浩輝 

 

葉佩卿 

吳麗萍 

 

顏巧玲

廖勵彬 

 

顏巧玲

廖勵彬 

 

陳晟希 

石淑芳 

林倩如 

鍾英順 

楊桂芬 

 

當值 

同工  

鄧泰康 

林佩心 

楊明麗 

鄧泰康 

楊明麗 

吳景霖 老耀雄 

曾  敏 

鄧泰康 

楊明麗 

 

鄧泰康 

 

林佩心 

楊明麗 

吳景霖 老耀雄 

曾  敏 

祝福 曾裔貴 曾裔貴 謝靄薇 老耀雄 曾裔貴 謝靄薇 曾裔貴 陳麗蟬 老耀雄 

音響 

影視 

孫偉鴻 

陳甥竣 

孫偉鴻 

陳甥竣 

鄧柱豪 

黃綽絃 

鄧潤暢 

鍾英順 

孫偉鴻 

陳甥竣 

孫偉鴻 

陳甥竣 

孫偉鴻 

陳甥竣 

陳智旋 

林倩如 

鄧潤暢 

鍾英順 

插花 梁淑梅 何嘉慧 

錦繡堂崇拜  菲律賓語崇拜 

禮拜六  晚堂   晚上 07:00 逢第一週為聖餐 禮拜日  早上  09:15 加州花園加恩樓 

禮拜日  早堂   早上 09:00 逢第一週為聖餐 印尼語崇拜  

禮拜日  午堂   早上 11:00 逢第三週為聖餐 禮拜日  早上  11:00 加州花園加恩樓 

加恩樓崇拜  Teen 崇  

禮拜日         早上 11:30       逢第二週為聖餐 禮拜日  早上  10:30 教育樓 D 座 

洪恩堂崇拜  兒童聖經 SUN 地  —  幼兒天地 

禮拜日         早上 11:30 逢第二週為聖餐 禮拜日  早上  11:00 教育樓 E 座 

  兒童聖經 SUN 地  —  小學級 

  禮拜日  早上  11:00 教育樓 D 座 

榮譽顧問：朱文正牧師    本堂顧問：陳一華牧師 

堂 主 任：曾裔貴牧師    洪 恩 堂：老耀雄牧師（負責人）  傳道人： 曾敏姑娘 

傳 道 人：謝靄薇牧師（部分時間）‧陳麗蟬牧師‧楊明麗姑娘‧吳景霖傳道‧林佩心姑娘 

鄧泰康傳道‧黃頌言姑娘 

Rev. Carol Ilidan‧Rev. Effendi‧謝好金姑娘‧陳靜娟姑娘 

義務傳道：蔣文忠傳道‧陳韋安傳道        神學生：盧思源導師、林倩如導師、鄭海生導師 

行政主任：梁威寰姊妹 行政助理：梁燕冰姊妹 會計文員：鄧玉群姊妹 

高級幹事：蘇寶瑚姊妹 幹    事：陳甥竣弟兄 事工幹事：陳佩儀姊妹 

社區中心主任：曾裔貴牧師 助理主任：李志偉弟兄 總    務：孫偉鴻弟兄 

email: info@churchfairview.com   web site: http://www.churchfairview.com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churchfairview  

錦繡堂地址：香港元朗錦繡花園金竹北路32號(湖畔)  

錦繡堂電話：  2471-4294   傳真：2471-4636  

社區中心電話：2482-0343 (黃振輝社區中心)  /  2482-0773 (加州花園社區中心)  

加恩樓地址：元朗和生圍加州花園商場1/F101至120舖    電話：2482-0773  

洪恩堂地址︰元朗洪水橋德慶樓地下、二樓和三樓      電話：2146-2300             教會網頁                               

mailto:info@churchfairvie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