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錦繡堂   
FAIRVIEW PARK ALLIANCE CHURCH 

2021 年 5 月 29 日(六) 
晚  堂   

晚上 7:00  
  

2021 年 5 月 30 日(日) 
早  堂 

上午 9:00 

午  堂 

上午 11:00 

加恩樓  

上午 11:30 

洪恩堂  

上午 11:30 

晚堂          陳一華牧師  

《 作 好 隨 時 的 準 備 》  
馬太福音   24:1-8 

32-33 

早堂           蔣文忠傳道  

《 警 醒 當 下 》  馬可福音  13:32-37 

午堂           周弘毅牧師  

《 你 要 開 口 吃 》  以西結書   2:8-3:3 

加恩樓        林佩心姑娘 

《 逆 向 人 生 》  約翰一書   2:12-17 

洪恩堂        陳一華牧師  

《內外受敵，卻不被困住》  尼希米記    4:7-14       

『我又實在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地求甚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  

馬太福音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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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宣召 ……………… 詩篇 95:6-7 ………………… 眾    立 

⚫ 詩歌 ………………《祢是王》………………… 眾    立 

⚫ 詩歌 ……………《讚美我主君王》 生 42 ………… 眾    坐 

⚫ 讀經 ……………《互相分擔》生 78 ……………… 眾    坐 

⚫ 詩歌 ……………《我們當省察內心》…………… 眾    坐 

⚫ 詩歌 ……………《從心合一》泉 18 …………… 眾    坐 

⚫ 頌禱 ……………………………………………… 眾    立 

⚫ 認信 ……………《使徒信經》 …………………… 眾    立 

⚫ 宣道 ……………（講題刊載於封面）…………… 眾    坐 

⚫ 詩歌 ……………《從心合一》泉 18 …………… 眾    坐 

⚫ 牧禱 ………………………………………………… 眾    坐 

⚫ 報告 ………………………………………………… 眾    坐 

⚫ 讚美詩 ……………………………………………… 眾    立 

⚫ 祝福 ………………………………………………… 眾    立 

⚫ 使命詩 ……………《神靈遍蓋》世 233 …………… 眾    立 

⚫ 默禱散會 ………………………………………… 願主賜福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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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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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約翰一書 2:12-17 …………… 領 唱 

⚫ 證道 ……………《逆向人生》……………… 林佩心姑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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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麗嬌姊妹 

⚫ 宣召 …………… 詩篇 84:1-2 ……………… 張麗嬌姊妹 

⚫ 敬拜讚美 ………………………………………  領      唱 

⚫ 頌禱 …………………………………………… 張麗嬌姊妹 

⚫ 認信 ……………… 使徒信經 ……………… 張麗嬌姊妹 

⚫ 宣道 ……《內外受敵，卻不被困住》……                         陳一華牧師 

      尼希米記 4: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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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一華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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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0（日）上午 9:15 

Worship Leader Delia Cometa 

Preacher Rev. Carol B. Ilidan 

Topic Samson’Smarriage 

Scripture Judges 14 

印尼語崇拜  2021 年 5 月 30（日）上午 11:00 

Worship Leader Sriyani 

Preacher Rev. Rustam Effendi 

Topic Karunia Roh Kudus 

Scripture 1 Korintus 14:1-25 

TEEN 崇崇拜  2021 年 5 月 30（日）上午 10:30 

講員 鄧泰康傳道 

講題 《看見》 

經文 馬太福音 11: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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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近期聚會  

日期 時間 方式 活動名稱 

 30/5（日） 上午 11:00 實體聚會 幼兒崇拜 

 2/6（三） 晚上 08:00 
實體聚會 

Youtube 直播 
守望祈禱會 

3/6（四） 晚上 07:30 
實體聚會及  

線上 zoom 同步 
聖經人物研讀 

22-23/7 

（四至五） 
上午 09:00 實體聚會 

2021 年音樂嘉年華 

24/7（六） 下午 02:00 實體聚會 

26-30/7 

（一至五） 
下午 01:00 實體聚會 暑期遊樂園 

 

上週聚會人數：(2021 年 5 月 22 日 至 2021 年 5 月 28 日) 

 實體崇拜 網上崇拜  實體崇拜 網上崇拜 

晚堂 56 32 加恩樓 50 26 

早堂 85 44 洪恩堂 84 19 

午堂 98 105 宣德堂 29 127 

菲律賓語 60  印尼語 87  

幼兒天地 21  兒童Sun地 60  

Teen 崇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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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        

為尼泊爾族群禱告  (陳靜娟姑娘)  

校 園 事 工  

感謝神！自本年四月起，教會聚會可恢復實體舉行，於是非華語

少年團契再度返回加恩樓進行，至今每次都有十至二十多位學生

參加，而且帶著期待的心，不但為見朋友，而且投入每次不同的

形式，包括歌唱、遊戲、話劇、比賽、看影片、分組傾談等。 

請代禱： 

1. 求聖靈親自保守每位參加者的心靈和意念，更貼近主、認識 

主、愛主、相信和跟隨主！ 

2. 求主加力量給每位導師，與學生建立更深關係，事奉得力。  

3. 求主幫助我們編排每次聚會的內容、形式的構思和進行等。 

特別為籌劃今年暑期活動祈禱，求主賜下平安和健康給每位

導師和學生！感恩有兩位學生現正上栽培課程，他們雖然在

印度教和佛教的背景下成長，最近當中一位對我說：「只有耶

穌是救主，此外沒有別的神 ( there is no other gods)」。另一位

與我一起禱告時說：「求主派更多人去那些沒有教會的國家，

使更多人認識耶穌。」請為他們對主的信心堅固祈禱！為他

們確定自己是上帝的兒女的身份祈禱！ 

婦 女 事 工  

第四期尼泊爾婦女廣東話班，將於 6 月 9 日起逢星期三下午舉行，

在疫情緩和下，期望在洪恩堂現場舉行。基於部份學員是照顧年

幼子女的母親，考慮同步網上進行。 

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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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奉獻收入

每月支出 $103,240

1. 為所有導師和學員能在忙碌的生活中參與這個活動，求主挪去

一切影響出席的難題，尤其在炎熱的天氣下，身體健康、出入

平安、心靈穩妥！ 

2. 求主把福音信息賜下，使每次聚會中，學員不但學好廣東話，

更能認識上帝，學習信靠衪！ 

3. 為每位導師事奉喜樂和得力，體會上帝的同在，並與學員關  

係進深祈禱！ 

以下是最新出版的電子手冊，是過去幾年的訪問和研究結果，求

主使用它成為尼泊爾人和華人的祝福，福音廣傳，榮耀歸主! 

「誰來關心他們？！2017-2021 本港尼泊爾族群研究」 

http://resources.abs.edu/%e8%aa%b0%e4%be%86%e9%97%9c%e5%bf%83%e4%bb%96%e

5%80%91%ef%bc%9f%ef%bc%812017-2021%e6%9c%ac%e6%b8%af%e5%b0%bc%e6%b

3%8a%e7%88%be%e6%97%8f%e7%be%a4%e7%a0%94%e7%a9%b6/ 

 

差傳奉獻 2021 年 5 月份差傳累積奉獻是＄175,550.00 感謝主 ! 

 

http://resources.abs.edu/%e8%aa%b0%e4%be%86%e9%97%9c%e5%bf%83%e4%bb%96%e5%80%91%ef%bc%9f%ef%bc%812017-2021%e6%9c%ac%e6%b8%af%e5%b0%bc%e6%b3%8a%e7%88%be%e6%97%8f%e7%be%a4%e7%a0%94%e7%a9%b6/
http://resources.abs.edu/%e8%aa%b0%e4%be%86%e9%97%9c%e5%bf%83%e4%bb%96%e5%80%91%ef%bc%9f%ef%bc%812017-2021%e6%9c%ac%e6%b8%af%e5%b0%bc%e6%b3%8a%e7%88%be%e6%97%8f%e7%be%a4%e7%a0%94%e7%a9%b6/
http://resources.abs.edu/%e8%aa%b0%e4%be%86%e9%97%9c%e5%bf%83%e4%bb%96%e5%80%91%ef%bc%9f%ef%bc%812017-2021%e6%9c%ac%e6%b8%af%e5%b0%bc%e6%b3%8a%e7%88%be%e6%97%8f%e7%be%a4%e7%a0%94%e7%a9%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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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日子，網絡上常出現「見字飲水」四個字。究竟這四個字的力

量在哪裏呢？除了是一種「温馨提示」以外，我想，它背後其實隱藏着

亂世中的人生智慧。 

 

聖經中有沒有叫人飲水的經文？勉勉強強可説是以西結書的這一

段。耶和華吩咐以西結：「你所吃的要按分兩吃，每日二十舍客勒，按

時而吃。你喝水也要按制子，每日喝一欣六分之一，按時而喝。」這經

文其實是預表耶路撒冷滅亡時，城內人民的慘況 — 沒有足夠的糧食，

沒有足夠的食水。不過，有趣的是，耶和華上帝提醒以西結要「定時飲

水」。 

 

所謂「定時飲水」，原文其實是 from time to time 的意思。從一個

時間到下一個時間。從缺乏到擁有，再從擁有到缺乏，這正是「定時飲

水」的意思。我覺得，這是一種人生智慧呢。正如傳道書所言：凡事都

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尋找有時，失落有時；飢餓有時，吃飯有

時，口渴有時，飲水也有時。每一次缺乏，其實都指向着下一次擁有。 

 

我很喜歡村上春樹寫的《關於跑步，我要説的其實是……》。雖然

已是十多年前的閲讀，但至今依然記得，村上春樹在書中記述跑馬拉

松的經歷 — 尤其是希臘馬拉松的一篇。希臘雅典的炎夏，42 公里的

缺水經歷。村上春樹這樣寫：「太陽在我面前暴露出完整的身影，以難

以置信的速度朝着中天不斷爬升。口渴難忍……舔舔嘴唇，竟有一股

類似風尾魚醬的滋味。好想喝冷得幾乎結冰的、麻酥酥的冰鎮啤酒

啊……當然，更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村上春樹跑完馬拉松過後，翌日

他在旅館餐館裏享受冰凍啤酒的一刻。 

牧者之言 

題目：「 定 時 飲 水 的 智 慧 」   陳韋安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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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渴有時，飲水也有時。我們問，究竟一杯冰涼美味的啤酒是如何

形成呢？其實，它的美好不純粹是享受與擁有的一剎那，而是遠在疲

倦的馬拉松之時。沒有缺水的一刻，又何會有這杯冰凍美味的啤酒呢？

不是嗎？這或許也是我們的經驗： 

人生吃過最好吃一餐飯，可能就是小時候餓了很久吃一碗叉燒飯； 

人生最舒服的感覺，就是落大雨迷路後，回家沖熱水涼的一剎那； 

人生最大的感動，可能就是被全時間討厭時，仍然有人愛你的一剎。 

 

這正是「定時飲水」的睿智。每一次「缺乏」，其實都指向着下一

次「恩典」。恩典是起始於痛苦，然後才圓滿於下一次擁有。因此，我

們對感恩的領悟，不純粹在於擁有的一剎那，而是起始於貧乏的時候。

面對亂世，我們缺乏、我們失去、我們被侵犯。不過，在亂世，我們更

要學會從微小的事入手，學習從微小近乎於「零」的恩典開始入手，足

夠天父上帝在亂世賜予我們的恩典。 

 

真的，香港人真的要好好照顧自己。縱然自由逐漸被剝削，人權逐

漸被侵犯，基本需要越來越缺乏，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藉着「定時飲

水」的睿智，在缺乏與擁有之間得到幸福。是的，沒有甚麼比起飲水更

基本、更健康、更重要了。這是我們所能擁有的，也説不能被奪去的。 

 

牧者之言 

 

                             30-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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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2021 年 5 月 30 日 至 6 月 5 日 

為世界、中國、香港祈禱：  

1. 這幾個月疫情在全球轉移不定，求主憐憫卑微的人，引導人心回轉歸向神，
並止息各國疫情。 

2. 本屆畢業生在疫情下謀職不易，求主記念；求主帶領他們展開人生新里程。 

為教會祈禱：  

校園事工 － 幼稚園 
記念高班同學能順利通過派位，入讀理想小學。願各級同學藉每週故事時間，
認識神，明白真道。小綿羊隊已開始集隊，願他們享受集隊，學習紀律。 

為 5/6 晚堂及 6/6 早堂曾裔貴牧師、午堂陳麗蟬牧師、加恩樓蔣文忠傳道、
洪恩堂雷子健牧師代禱；願眾僕人同感一靈，讓錦宣家會友靈命茁壯成長。 

鄧泰康 
傳道 

1. 為健康禱告，公私兩忙，心靈有點疲累，需要好的睡眠質素。 
2. 求能直接牧養，並關顧事工順利開展，幫助肢體找到活潑生命。 

朱子穎 
堂董 

求天父繼續帶領，讓我在繁忙生活中，事奉、工作和家庭取得平衡。
並祈求家人和團隊均蒙天父照顧。 

黃鳳英 
部長 

1. 感謝神保守女兒即將完成護理課，求主賜福 8 週實習多體會。 
2. 求神帶領未信家人早日接受主耶穌的救恩。 

建道 
神學院 

請為無牆教室本季將向北美的同學舉行實時課程祈禱，藉此建立
東西兩岸信徒。求主保守順利進行，及達到造就信徒的目標。 

教會肢體需要祈禱：   

苗老太 
(骨折) 

趙綺德 
(癌症) 

梁詠賢 
(提升免疫力) 

林逸駿 
(前路方向) 

劉國東 
(濾泡性淋巴癌) 

趙康澄 
(嬰孩腦部發展) 

沈偉婷 
(心臟) 

溫尚成 
(癌，牙牀炎康復) 

林寶蓮 
(腦出血) 

邱年湘 
(冷凍人症) 

梁世榮 
(抽筋) 

何子洋 
(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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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少珍 
(化療) 

黃文健 
(中風) 

李慶良 
(中風康復) 

李觀皇 
(心臟) 

蘇麗明 
(康復) 

龍愷文 
(皮膚) 

甘兆銘 
(康復) 

陳潔梨 
(柏金遜症) 

懷孕肢體需要：王雅心姊妹，求主保守她的身體及胎兒平安。 
     
 



五分鐘代禱守望  

 姓名 病症 備註 

1.  李觀皇 

  

心臟 長者。感恩李弟兄信心堅定，積極參與

教會網上聚會。希望睡眠質素改善，飲

食更有胃口，每日步行最少半小時，求

主保守身心靈有力。 

2.  林寶蓮 腦出血 長者。寶蓮的情況穩定，願主賜福照顧

她的人，保守他們健康愉快，工作得

力，細心靈巧。求主保守寶蓮在炎熱中

身體平安，心靈仰望恩主，家人得天父

保守看顧。 

3.  曾少珍 化療 長者。少珍姊妹這段日子完全沒有胃

口，5 月 25 日覆診，醫生建議入院再

抽肺水，然後多住幾天做化療。求主安

慰她和家人。求主保守這次抽肺水順

利，減少抽水的痛苦，恢復她的食慾。

又求主保守她化療有效而少副作用，

可以飲食自如，不暈不痛。 

4.  巫健通 肺癌 長者。感謝主，巫先生繼續接受治療，

求主使用藥物，減少副作用，並讓他的

情況受控和好轉，讓他生活和出入都

得主看顧，炎夏中得蒙保守，有好胃口

和睡眠。  

5.  蘇麗明 頸椎 

康復 

長者。求主保守麗明，減慢她衰退的速

度，讓她多享受家庭樂。感恩近來疫情

緩和，可以出外曬曬太陽，呼吸新鮮空

氣。 



 姓名 病症 備註 

6.  甘兆銘 中風 長者。求主安慰甘先生夫婦，他們仍在

哀傷中，雖然知道甘大姐去了天父處，

很安好，但仍很掛念，對甘大姐依依不

捨。求主保守甘先生，減少他的頭暈情

況。並求使他們一家早日信主。 

7.  陳潔梨 柏金遜 長者。天氣炎熱，求使潔梨在不同天氣

中，可以好好活動，不抽筋，可做適量

運動，幫助消化。 

8.  彭健欽 癌症 長者。求主保守彭伯和妻子各自在療

程中得幫助，心裏得安慰。求主帶領彭

老太決志信主，不要擔擱。 

9.  何昭蓉 淋巴瘤 長者。請記念昭蓉姊妹近來有些腫，不

舒服，求主醫治，並幫助她消除水腫，

可以好好飲食。 

10.  梁世榮 抽筋 成年。世榮經過一段時間常抽筋，體力

不足，上週情況比較好，求主幫助他能

保持好的狀態。他很喜歡來聚會，求主

幫助他能常出席。 

11.  何子洋 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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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愷文 皮膚 在日子不斷的轉變中，愷文的轉變不

大。求主安撫他內心，加添他力量，讓

他內心安然，找得盼望，生活中能得到

快樂。 



 姓名 病症 備註 

13.  黃婉玲 末期 

腸癌 

康復 

成年。腸復合手術後，至今婉玲仍未能

適應，引起很多不便，求主幫助她能找

出原因和應對方法，早日克服。 

14.  趙康澄 嬰孩 

腦部發育 

感謝神，康澄已滿週歲了，她是個活潑

快樂的小孩。但她的食喉仍然未能拆

下，求主幫助她飲食管道能早日長成，

可以安全吞嚥，自己飲食，讓家人得

慰，她也安好地成長。 

15.  羅沈偉婷 心臟 羅太康復得很好，也有參加家長天地

和主日崇拜。求主幫助羅太身心得力，

有足夠精神照顧小朋友，和家庭的需

要。 

16.  劉國東 瀘泡性

淋巴癌 

感謝天父保守醫治，國東經過了四次

化療，情況穩定。即將抽血檢查，並將

於 6 月初進行第五次化療。求主保守

國東，讓他工作順利，作息定時，多為

自己預備運動和卸壓的時間。求主幫

助他太太面對繁重的工作，幫助他女

兒面對學校要求。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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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左邊能力略減，

右腿和右腳都出現難以言喻的不同痛

楚，甚難承受，也更影響日常生活。感

恩主保守弟兄，他現在有合適的工作。

因為忙碌減輕他正面面對身體痛楚的

困苦，求主保守他工作順利、平安，讓

他身心靈有力，專心仰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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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病症 備註 

18.  溫尚成 前列腺癌  長者。溫世伯已開始接受激素治療保

護一段時間了，請為他骨骼疏鬆能有

改善，牙齒能有力咀嚼，享用正常飲

食。 

19.  趙綺德 癌症 綺德姊妹於 5 月 24 日在家中跌倒，幸

無受傷。她感到自己無力面對第三次

治療，不想打第三針。請為她能有充足

的睡眠和適當飲食祈禱。另一方面，求

主賜她身心靈有力，堅定仰望神，接受

合適治療。 

20.  苗老太 跌傷 苗老太於 5 月 13 日早上在家中因無力

而跌傷，引起骨折。由於苗老太年長不

宜做手術，求主保守她早日骨骼癒合，

平安出院。疫情下家人不能到醫院探

訪，求主安慰她老人家心靈。 

21.  廖澤安 骨癌 澤安發現了骨癌，已經過電療，但醫生

說未知是不全然治癒，須長期覆診。求

主保守她早日完全康復，讓澤安可以

安心生活。經過電療後她很疲憊，求主

保守澤安早日恢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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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宣家分堂、植堂、擴堂消息及代禱  

宣德堂  

請記念 6/6 主日講員黃雅麗姑娘，29/5 青成講員邱苑瑋教師，求主的

道活潑我們的心靈。 

請記念教會的長者們，求聖靈每天都充滿他們，賜給他們喜樂的心。 

洪恩堂  

6/6 懇親主日，求主使用雷子健牧師成為信息的出口，讓新朋友明白

神的愛是何等的豐富，基督的救恩又是何等的寶貴。求聖靈在新朋

友的心裡動工，讓新朋友的心向神敞開，願意認識神更多。求神賜

我們智慧去跟進佈道會裡面的新朋友。 

請為老耀雄牧師禱告，記念老牧師個人的時間管理，讓他的事奉、

家庭和休息都能夠有平衡。另外，也為老牧師太太的事奉禱告，求

主引領她往後事奉工場的安排。 

加恩樓  

加恩樓將籌備新的網上課程和節目，求主加力。 

社區中心重新開放，並開始宣傳暑期課程，求主帶領藉此祝福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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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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晚堂及洪恩堂陳一華牧師、早堂蔣文忠傳道、午堂周弘毅牧師及 

加恩樓林佩心姑娘證道。 

主 日 獻 花 

感謝主！林榮南、林妙妍夫婦感恩獻上，願主祝福！ 

2 0 2 0 - 2 0 2 1 年 奉 獻 收 據 

弟兄姊妹現可到教會辦公室領取。 

2 0 2 1 音 樂 嘉 年 華  

於 22-24/7（四至六）舉行，歡迎升 K1 至升小一的學生參加，費用 150 元， 

詳情請閱教會網頁。 

2 0 2 1 暑 期 遊 樂 園  

於 26-30/7（一至五）舉行，歡迎升小二至小六學生參加，由本主日（30/5） 

起接受報名，早鳥優惠價 650 元（30/5-13/6），14/6 起費用 700 元，詳情 

請閱教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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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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 習 神 學 生  

實習神學生盧思源導師於本堂之實習在五月圓滿結束，在主裡向她致

謝，並求主帶領她前面之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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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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accounts@churchfairview.com


奉獻 793,055 奉獻 100,313

社區中心 58,680

其他 31,120 882,855 其他 100,313

人事 (664,187) (133,766)

租金、差餉及

管理費
(61,700) (9,331)

差傳 (110,925)

導師費 (35,224)

其他 (95,769) (967,805) (143,097)

盈餘/(不敷) (84,950) 盈餘/(不敷) (42,784)

本年底 500,000          1,172,492

明年初 2,500,000       (539,684)

632,808

(3,000,000)

(2,36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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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ung 1,000.00 KM2043 200.00 06374 500.00

AW047 4,000.00 K8081 2,500.00 07463 500.00

B8123 500.00 ZOO12 1,682.00 24389 500.00

CBC12 1,000.00 1+1 300.00 具名奉獻 86,142.00

CCKH 1,000.00 00323 3,000.00
常費獻金

(錦繡堂)
2,940.00

FM 200.00 00831 31,280.00
常費獻金

(加恩樓)
740.00

F7015 4,600.00 01767 2,000.00 總數 144,5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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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底)

減: 流動負債

短期可用現金/(現金缺口)

減: 免息貸款總額

支出 支出

租金、差餉

及管理費

電費、電訊及

其他

2021年5月23日(上週)奉獻收入 HK$144,584.00  (錦繡堂 $121,301.00  加恩樓 $23,283.00) 

   2021年4月錦繡堂收支報告   2021年4月加恩樓收支報告

收入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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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近期的收支表

收入 支出 現金結餘



2021 年 
5月29日 

（六） 

5 月 30 日 

（日） 

6月5日 

（六） 

6 月 6 日 

（日） 

 晚堂 

7:00 

早堂 

9:00 

午堂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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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 聖餐    

主席 梁秀慧 何明剛 陳志慧 吳景霖 張麗嬌 黃頌言 李淑卿 趙汝棠 吳景霖 陳妙玲 

講員 陳一華 蔣文忠 周弘毅 林佩心 陳一華 曾裔貴 曾裔貴 陳麗蟬 蔣文忠 雷子健 

司琴 

 

 

 

陳尚哲 

 

 

 

黃普希

陳麗蟬 

 

 

趙小玲

陸詠珊 

 

 

胡善琪 

陳子灝 

胡善恩 

陳子駿 

卓銘恩 

 

 

 

陳巧怡 

 

 

 

黃普希 

趙小玲 

 

 

趙小玲 

顏麗穎 

 

 

陳晟希 

朱子穎 

曾維漢 

勞子諾 

卓銘恩 

 

 

 

領唱 

 

 

姜楓華 

鍾燕妮 

雷偉基 

張芷鈴 

薛偉嫻 

林雋源 

張芷鈴 

薛偉嫻 

林雋源 

龍舒文 

周愷恆 

石淑芳 

張元嘉 

鍾英順 

 

譚玉華 

蔣耀子 

陸羽文 

顏巧玲 

馮詠賢 

曾憲明 

顏巧玲 

馮詠賢 

曾憲明 

林  梨 

鄭慧音 

鄭雅恩 

李雲鳳 

張浩輝 

 

當值 

同工  

鄧泰康

林佩心 

鄧泰康 

黃頌言 

鄧泰康

楊明麗 

吳景霖 老耀雄 

曾  敏 

鄧泰康

林佩心 

鄧泰康 

黃頌言 

林佩心 

楊明麗 

吳景霖 老耀雄 

曾  敏 

祝福 陳一華 陳麗蟬 曾裔貴 謝靄薇 陳一華 曾裔貴 陳麗蟬 曾裔貴 謝靄薇 老耀雄 

音響 

影視 

孫偉鴻 

陳甥竣 

孫偉鴻 

陳甥竣 

孫偉鴻 

陳甥竣 

鄧柱豪 

黃綽絃 

張浩輝 

黃柏豪 

孫偉鴻 

陳甥竣 

孫偉鴻 

陳甥竣 

孫偉鴻 

陳甥竣 

鄧英傑 

陳達蔚 

鍾英順 

黃劍雄 

司事長 勞鐸聲 麥秀鸞 趙珮姍 程小玲 李淑瓊 朱國棟 巫國榮 趙珮姍 陳  添 黃裔焜 

司事 

 

朱國棟 

黎詠儀 

張玉民 

藍麗芬 

李景康 

馬小琪 

張文康 

梁麗貞 

黃婉玲 

李玉晶 

王碧霞 

黎詠儀 

鄭淑英 

李耀光 

李景康 

馬小琪 

周慧嘉 

廖文蕙 

張瑞琼 

關麗明 

插花 何嘉慧 陳妙玲 梁淑梅 倪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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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