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錦繡堂   
FAIRVIEW PARK ALLIANCE CHURCH 

2021 年 8 月 21 日(六) 
晚  堂   

晚上 7:00  
  

2021 年 8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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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雲開老師  

《 但 以 理 的 博 弈 》 但以理書    1:3-18 

早、午堂(聖餐)  陳韋安傳道  

《 休 閒 的 神 學 》  詩篇       46:8-11 

 加恩樓       曾裔貴牧師  

《 告 別 遺 憾 》  馬太福音  9:35-10:8  

洪恩堂       謝靄薇牧師  

《 使 命 必 達 》   使徒行傳   16:6-10  

「人若說自己在光明中，卻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還是在黑暗裏。」   

約翰一書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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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進殿(午堂) ……《主真理聖道臨近》……………… 眾    立 

⚫ 宣召 …………… 詩篇 146:1-2 …………………… 眾    立 

⚫ 詩歌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眾    立 

⚫ 詩歌 …………《榮耀全歸上主》普 108 ………… 眾    坐 

⚫ 讀經 ………… 《屬靈爭戰》恩 33 ………………… 眾    坐 

⚫ 詩歌 ………… 《倚靠寶血》生 201 ………………… 眾    坐 

⚫ 獻詩(午堂) ……《主，助我作祢的僕人》…………… 眾    坐 

⚫ 頌禱 ……………………………………………… 眾    立 

⚫ 認信 …………《使徒信經》……………………… 眾    立 

⚫ 聖餐(午堂) ……《萬古磐石為我開》生 190 ………… 眾    坐 

⚫ 宣道 …………（講題刊載於封面）……………… 眾    坐 

⚫ 詩歌……………《倚靠寶血》生 201 ……………… 眾    坐 

⚫ 牧禱 ………………………………………………… 眾    坐 

⚫ 報告 ………………………………………………… 眾    坐 

⚫ 讚美詩 ……………………………………………… 眾    立 

⚫ 祝福 ………………………………………………… 眾    立 

⚫ 使命詩 ………《向萬邦傳福音》生 253 ………… 眾    立 

⚫ 默禱散會 ………………………………………… 願主賜福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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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 22 日  上午 11：30 
加恩樓崇拜程序   

⚫ 歡迎 / 互相問好 …………………………… 黃雲龍弟兄 

⚫ 報告 ………………………………………… 黃雲龍弟兄 

⚫ 祈禱 ………………………………………… 黃雲龍弟兄 

⚫ 詩歌敬拜 …………………………………… 敬  拜  隊 

⚫ 讀經 …………馬太福音 9:35-10:8 ………… 領 唱 

⚫ 證道 ……………《告別遺憾》…………… 曾裔貴牧師 

⚫ 回應詩歌 …………………………………… 主席及敬拜隊 

⚫ 祝福 ………………………………………… 曾裔貴牧師 

洪恩堂崇拜程序 

⚫ 序樂 ………………………………………… 姚碧霞姊妹 

⚫ 宣召  ……………  啟示錄 4:11…………… 姚碧霞姊妹 

⚫ 敬拜讚美 ………………………………………  領      唱 

⚫ 頌禱 …………………………………………… 姚碧霞姊妹 

⚫ 認信 …………… 使徒信經 ………………… 姚碧霞姊妹 

⚫ 宣道 ……………《使命必達》……………                         謝靄薇牧師 

      使徒行傳 16:6-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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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謝靄薇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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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2（日）上午 9:15 

Worship Leader Daisy Orallo 

Preacher Rev. Carol Ilidan 

Topic Our Burdens, Our Battles, and Our Bibles 

Scripture James 1 

印尼語崇拜  2021 年 8 月 22（日）上午 11:00 

Worship Leader Trivena 

Preacher Rev. Rustam Effendi 

Topic Angin Ribut Diredakan 

Scripture Matius 8 : 23-27 

TEEN 崇崇拜  2021 年 8 月 22（日）上午 10:30 

講員 鄧泰康傳道 

講題 真的痊癒了嗎？ 

經文 約翰福音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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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近期聚會  

日期 時間 方式 活動名稱 

25/8（三） 晚上 08:00 
實體聚會 

Youtube 直播 
守望祈禱會 

26/8（四） 晚上 07:30 
實體聚會 

Youtube 直播 
聖經人物研讀 

 
 
 

     

上週聚會人數：(2021 年 8 月 14 日 至 2021 年 8 月 20 日) 

 實體崇拜 網上崇拜  實體崇拜 網上崇拜 

晚堂 47 31 加恩樓 41 14 

早堂 139 76 洪恩堂 82 11 

午堂 235 134 宣德堂 241 53 

菲律賓語 49  印尼語 63  

幼兒天地 37  兒童 Sun 地 44  

Teen 崇 午堂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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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一日 / 二十二日 

 

為宣教士禱告  (陳 啟 成 和 周 小 嫻 — 柬 埔 寨 )  

平安！眨眼間，又過了兩個月，執筆之際，已是兩位女兒完成暑

假，進入新學年的第一天了。雖然在疫情影響之下，大女兒恩綿在柬

埔寨第二個暑假仍舊是在家裡足不出戶的渡過，但能保持健康快樂已

是我們非常感恩的事情。二女兒恩甜也開始在今學年讀書了，可惜疫

情仍然嚴重，兩位女兒和我們的語言課都是在家透過 zoom 進行，每

天早上小嫻和恩綿、恩甜分別要 zoom 上課，啟成是最繁忙的，要照顧

著 BB 恩楚同時陪著恩甜上課，作技術支援也是作精神上的支持。不

過，我們相信恩甜很快可以適應上學的轉變。看到她的語言在一年內，

進步非常明顯，由剛到步時對英文一竅不通，現在上課第二天，已能

聽懂老師的指示和可以用英文分享她看過的一本故事書。而恩綿的進

步也是令人鼓舞的，在暑假期間，她已看畢全套共 8 本的英文版哈利

波特故事書，而四年級的新班主任也是校內公認最懂得啟發學生表達

意見和想法的老師，相信會幫助恩綿更加自信地在同學面前表達自

己。恩綿和恩甜在學校的良好適應實在令我們很欣慰和感恩，感謝大

家常常為我們的孩子的適應禱告。 

這段時間，我們都收到大家對柬埔寨的疫情的主動詢問，因為大

家都留意到東南亞國家的疫情漸變嚴重，相比相鄰的國家，如泰國和

越南，柬埔寨的疫情不算嚴重，每日全國的確診數字是 500 至 800 多

宗左右，但令人擔心的是，Delta 變異病毒已在全國數省及金區的社區

散播，目前已有證實是 400 多宗的 Delta 變異病毒的確診個案。因此，

政府也加快了實踐為國民打第三針疫苗的計劃，甚至也已開始了為全

國 12-17 歲青少年接種新冠疫苗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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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奉獻收入

每月支出 $103,240

宣恩堂的所有聚會都已在網上透過 zoom 進行，包括有崇拜，青年

團契，各部門的會議，禱告和靈修分享聚會，英文班等等。新的聚會

模式帶來牧養新的挑戰，但同時也帶來福音傳開去的契機。例如在青

年團契，過去因為工作而未能回到教會聚會的，因著聚會變了是網上

進行，而可以在工作的地點用手機上網參加。有一位姐妹，就是一邊

在她的街邊賣飲品的擺擋經營生意，一邊開著手機來參加我們的聚

會。也有一位姐妹邀請了她住在金邊外的村裡的弟弟參加聚會，這位

年青人過去曾經參與過教會的聚會，但因為種種原因停止了，最近，

聖靈感動他重新決志，藉著上網恆常參與崇拜和青年團契。過去一個

月，宣恩堂也有兩個肢體確診了新冠肺炎，幸好病情都是較輕的，一

位姐妹在家自我隔離治療期間透過上網，繼續參與青年團契聚會。另

一位弟兄和他太太一起確診，需要入住治療中心，夫婦二人也透過上

網，參與我們的崇拜聚會，弟兄姐妹也紛紛為他們打氣，禱告和祝福。

這兩個肢體單位過去都未有恆常出席教會聚會的，但因著病患帶來的

擔憂和網上聚會的機遇，都在這段時間，來參加聚會親近神，他們確

實很需要信仰群體的代禱和同行。  (…下期待續) 

 

差傳奉獻 2021 年 8 月份差傳累積奉獻是＄33,300.00 感謝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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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初，洪恩家的內部事工仍然受著疫情的影響而未能開展，

只能維持週日的網上崇拜及星期三晚上的祈禱會。但外展事工卻可以

繼續運作。其中之一是有機農莊，由於每次參與的人數限制於 4 人之

內，所以仍可進行有機耕種活動，種植蕃茄、羽衣甘藍、生菜、油麥菜

等。每星期都會去農莊除草及施肥，等待農作物的成長及收成。上半年

已有幾次收成期，所收割的農產品都送贈給有需要的會友，以推動環

保的概念及訊息。 

 

另一項社區關懷的活動，就是「哥尼流」事工，此事工是專為基層

人士而設的短期食物支援計劃，幫助受疫情影響而失業、開工不足、低

收入、年老病患、以及領取綜援的街坊。成功申請的家庭可在三個月之

內憑卷換領食物，每次可領取白米、罐頭及麵，以解決即時的經濟困

難。2021 年的申請人已較往年大幅增加，預計在今年的年尾，將有 200

個基層的家庭，共 400 人受惠。 

 

教會由於看到社會在經濟上的轉變，失業率上升，結業潮不斷湧

現，基層人士大受影響。因此在 2021 年 1 月開始，教會每月都進行派

發福袋活動，更在 4 至 8 月份，與洪福邨的互助委員會合作，將福袋

或物資分發給予邨內 60 歲或以上的家庭，讓物資能送到真正有需要的

街坊手裡，展現社區關懷的心意。下半年開始，將與更多的 NGO 合作，

牧者之言 

題目：「 洪 恩 事 工 展 望 」  老耀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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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食物及其他物資的援助機構，有系統性地派發食物、玩具給有需

要的街坊，為扶貧及社區關懷出一份力。 

 

今年 4 月，疫情開始緩和，教會亦有限度開始實體的崇拜，平均

出席人數約 90 人，主日學、團契、週三祈禱會亦開始恢復。6 月份，

泰語事工率先開辦「泰美食」興趣班及泰語門訓，反應熱烈。期望日後

泰語事工能擴展至屯門、天水圍，及元朗的地區。此外，在九月初，教

會亦會與新福事工合作，舉辦小一至中三不同年齡的班組，作為教會

吸納兒童及青少年預工的平台，解決教會斷層的憂慮。 

 

主耶穌曾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要求莊稼

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莊稼」。洪水橋是一個很大的福音禾場，

正等候工人去收割。洪恩家今年已踏入植堂十週年，教會正籌備十一

月的堂慶活動，讓會友在這別具意義的日子，不單一起慶祝這大日子，

更同心參與洪恩家日後在地區上的福音工作。此外，面對社會各方面

的轉變，教牧同工、屬靈領袖亦需要在牧養及事工發展上，常常反思、

安靜、等候，領受神在這變幻不定的世代中，向教會各持份者發出的使

命及異象，請眾弟兄姊妹懇切為洪恩家代禱。 

 

牧者之言                                                                                                            

 

22-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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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2021 年 8 月 22 日 至 8 月 28 日 

為世界、中國、香港祈禱： 

1. 請為海地在疫情、總統被殺、地震及風暴中的平安祈禱，求主重建海地。 
2. 求主保守阿富汗的居民、僑民及軍隊，尤其保守女性、兒童和基督徒。 

為教會祈禱： 

崇拜部－聖樂部 
1. 求主賜福所有音樂事奉者，渴慕真理，追求聖潔，委身基督。 
2. 求主興起更多有音樂恩賜肢體，不論年齡，能加入敬拜讚美事奉。感恩！ 

為 28/8 晚堂黃頌言姑娘及 29/8 早堂楊明麗姑娘、午堂陳麗蟬牧師、加恩樓
楊穎兒姑娘、洪恩堂張美薇牧師代禱；願眾僕人同感一靈，靈命茁壯成長。 

陳甥竣 
幹事 

1. 婚禮進入倒數階段，求主保守各項籌備的事情。 
2. 感恩有很多弟兄姊妹主動詢問婚禮事宜及答允協助，深受關愛。 

區展秋 
堂董 

1. 感恩爸爸已由療養院搬回家休養，求主保守他的身體康復理想。 
2. 求天父賜各國各地領袖們能有智慧及能力，盡快戰勝疫情。 

張芷鈴 
部長 

1. 祈求父母信主，丈夫健康，帶領兩女兒大學升學路。 
2. 帶領我聖樂部事奉，賜我智慧與能力展開網上教學工作。 

郭熙瑜 

宣教士 

1. 為倩雯，求賜智慧安排教師給因疫情未入境的宣教士學習語文。 

2. 為平崗的福音工作，爾信 9 月期考，及我們在疫情中健康祈禱。 

教會肢體需要祈禱：  

林若冰 
(脾虛) 

潘德憲 
(急性闌尾炎) 

廖澤安 
(骨癌) 

林逸駿 
(前路方向) 

苗老太 
(骨折) 

趙綺德 
(癌症) 

梁詠賢 
(提升免疫力) 

溫尚成 
(癌，牙牀炎康復) 

劉國東 
(濾泡性淋巴癌) 

趙康澄 
(嬰孩腦部發展) 

沈偉婷 
(心臟) 

何子洋 
(中風) 

林寶蓮 
(腦出血) 

邱年湘 
(冷凍人症) 

梁世榮 
(抽筋) 

彭健欽 
(癌症治療中) 

巫健通 
(肺癌) 

何昭蓉 
(淋巴瘤) 

黃婉玲 
(腸癌康復) 

李觀皇 
(心臟) 

蘇麗明 
(康復) 

黃文健 
(中風) 

李慶良 
(中風康復) 

陳潔梨 
(柏金遜症) 

龍愷文 
(皮膚) 

甘兆銘 
(中風) 

  

懷孕肢體需要：樂蔚賢姊妹，求主保守她的身體及胎兒平安。 
     



         五分鐘代禱守望             202100817 版 

 姓名 病症 備註 

1.  李觀皇 

  

心臟 長者。求主保守李弟兄與太太常存喜樂的

心，，一同積極崇拜、做運動和生活。雖

身體軟弱無力，求主賜給內心活潑得力，

充足睡眠，免疫力提昇，能抵抗各種病菌

病毒，生活愉快。 

2.  林寶蓮 腦溢血 長者。求主記念寶蓮的情況，常力照料，

施恩賜福，使能常存盼望，等待家人聯絡，

等待天父醫治，內心常向神禱告祈求。 

3.  巫健通 肺癌 長者。感謝主醫治，祈求主繼續看顧巫先

生接受治療。醫生說有明顯進步，使他和

家人都很安心。求主他既然有進步，身體

能逐步得力，趁暑假能有更多機會與兒孫

歡聚，身體更強健。  

4.  蘇麗明 頸椎 

康復 

長者。求主保守麗明一家。家人一同面對

疾苦多年，求主幫助讓陽光進入他們家，

讓他們常常感到主恩沛臨的喜樂與平安。

求主減慢她衰退的速度，減少她受的苦

痛，讓她多享受家庭的溫暖，心靈快樂。 

5.  甘兆銘 中風 長者。醫生在甘先生的檢身報告上發現他

身上有一個頗大的陰影，懷疑是腫瘤。因

為甘先生的健康現況，他決定不做手術。

求主保守醫治，憐憫他經歷長年病苦，讓

腫瘤受控。血壓穩定，血液循環順暢，器

官組織能運作良好，心靈能明白主恩。 



6.  陳潔梨 柏金遜 長者。求主幫助潔梨平安快樂，適應身體

情況，與家人互相幫助，合家歡暢，明白

主恩，早日領受救恩。 

7.  彭健欽 癌症 長者。求主保守彭先生和彭太身體的衰退

的速度可以慢點，對福音的反應可更積

極，心靈喜樂平安，更多歡笑，更少在治

療中的副作用，求主記念。 

8.  何昭蓉 淋巴瘤 長者。昭蓉姊妹因為血壓高入了醫院。祈

求主幫助醫治她，減少她身體的不舒服，

讓她早日平安出院，可以參加聚會，與疾

病共存，安然生活。 

9.  梁世榮 抽筋 成年。世榮近來情況不穩定，入了醫院檢

查，求主保守他在院中可以好好飲食，能

夠快快調理好藥物份量，早日出院。求主

看顧，幫助他信心堅定。 

10.  何子洋 中風 子洋已經進入康復階段。求主幫助子洋多

做運動，活動手腳，期待日後可以行動自

如，不用輪椅。也求主使他能心靈安然面

對，感動他多靈修，多參加聚會，多親近

倚靠神。 

11.  龍愷文 皮膚 愷文的轉變不大。求主引領愷文內心成

長，明白主恩得到力量和安慰，欣然面對

風雨，求主賜福給愷文的家人，賜他們力

量克服內心困境，有心力仰望恩主，倚靠

父神。 

12.  黃婉玲 末期 

腸癌康復 

成年。求主幫助婉玲身心得力，信心堅定。

求主保守他可以適應飲食上的需要，克

服，能適應各樣的轉變，心靈得到安慰。 



13.  趙康澄 嬰孩腦部

發育 

感謝神，康澄已滿 18 個月大，活潑可愛。

胃喉移除後，飲食已能好好運作，小口兒

也很喜歡嚐試新味道，體重也增力了，感

謝恩主。求主幫助她安好地成長，並能入

讀合適的幼稚園。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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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夏已至，求主幫助羅太身體適

應，心靈得力，早日預備接受初信栽培。 

15.  劉國東 瀘泡性 

淋巴癌 

感謝大家代禱，感謝天父看顧。國東身上

尚有一隻雞疍的大小的陰影，現已開始了

一個三週的 15 次電療。求主保守幫助，

使他從進一步治療中得到更好的效果，早

日完全康復，復享健康與安寧。 

16.  邱年湘 冷凍人症 邱弟兄身體的痛苦增加了，身體體能衰通

比前更甚，祈求天父記念，減少他的痛苦，

減慢他衰退的速度，並安慰他家人朋友。 

17.  溫尚成 前列腺癌  長者。溫世伯因治療身體有些副作用的反

應。感恩他積極面對，求主保守醫治，並

幫助他更愛惜身體，和願意接受福音。 

18.  趙綺德 癌症 綺德仍在醫院，情況未有明顯進步。祈求

主保守看顧，讓她生命有力，堅持所信。

祈求主記念，安慰每位家人身心靈需要。 

19.  苗老太 跌傷 苗老太需要轉往護理院，求主保守苗老太

得到適當護理，傷處不再痛楚，骨骼早日

癒合，可早日回家。求主使她的壓瘡也早

康復，心靈得力，好好仰望神。 

20.  廖澤安 骨癌 記念姊妹雖常有痛楚，但主動積極，無畏

艱辛，經常出席聚會，等待接受洗禮，求

主憐憫幫助。 



 

 

21.  黃坤勝 左腳無力 坤勝已見了腫瘤科醫生，檢查了身體，磁

力共振的報告已出了，決定不會做手術，

其他治療方法容後決定。求主保守弟兄身

心靈有力，得到鼓勵安慰，常有主恩看顧。 

22.  林若冰 脾虛 若冰姊妹常處於疲乏狀態，有不同的不

適，經常無力，多年檢查不出病因。最近

血壓和胃痛都令她很不適，決定請大家代

禱。求主賜她每日的力量，可以活動身體，

胃不痛，血壓能正常。求主替她找出病因，

早點可以確定治療方案。 

23.  潘德憲 急性 

闌尾炎 

德憲弟兄已初部消炎，現須安排做手術。

求主保守讓德憲弟兄早日完全消炎，可以

放心做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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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宣家分堂、植堂、擴堂消息及代禱  

宣德堂  

請記念 29/8 主日講員黃洛敏姑娘，28/8 青成崇拜講員洪偉信傳道，

求主的道照亮我們的前路，指引我們當走的道。 

請記念學校徐小暑期校內各項維修，求主讓工程順利，安全完成。 

洪恩堂  

請為社區服務部部長張浩輝弟兄禱告，求主保守弟兄和妻子玉蘭姊

妹身心靈健康，好讓他們能夠全心服事主。求主記念弟兄的大兒子，

讓他能夠恢復對教會的信心，重新投入教會生活，凡事懂得依靠神。 

加恩樓  

為行政同工之間的配搭及適應代禱，求主賜他們身心靈强健，能喜

樂的參與服事。 

實體崇拜已進行數週，盼早日能恢復兒童的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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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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晚堂張雲開老師、早堂及午堂陳韋安傳道、加恩樓曾裔貴牧師、 

洪恩堂謝靄薇牧師證道。 

主 日 獻 花 

感謝主！王秀清姊妹、吳梓維小朋友感恩獻上，願主祝福！ 

傳 道 同 工 事 工 策 劃 會 

於 24-26/8(二至四)舉行，請禱告記念。 

福 音 主 日  

感謝神！22/8 福音主日有兩位決志信主，求主堅固他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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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廣場義賣花草茶每盒 1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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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息 主 懷 

張梅仙姊妹於 16/8 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將於 30/8(一) 上午 10:00 在

博愛醫院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同 工 消 息 

1. 吳景霖傳道 18/8-19/9 放病假，請代禱。 

2 .  陳靜娟姑娘 24-27/8 放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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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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848 奉獻 59,889

社區中心 72,520

其他 23,860 797,228 其他 59,889

人事 (687,546) (133,766)

租金、差餉及

管理費
(63,700) (5,670)

差傳 (146,485)

導師費 (70,208)

其他 (142,494) (1,110,433) (139,436)

盈餘/(不敷) (313,205) 盈餘/(不敷) (79,547)

本年底 500,000          866,315

明年初 2,500,000       (579,728)

286,587

(3,000,000)

(2,71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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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B 200.00 10599 300.00

00112 20,000.00 24389 1,000.00

00129 1,000.00 CYM 7,000.00

00144 2,500.00 MGH 2,300.00

06240 2,000.00 ZOO12 1,682.00

06374 500.00 具名奉獻 83,907.50

07463 500.00
常費獻金

(錦繡堂)
4,434.50

08984 500.00
常費獻金

(加恩樓)
1,940.00 總數 129,7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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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8月15日(上週)奉獻收入 HK$129,764.00  (錦繡堂 $117,906.00  加恩樓 $11,858.00) 

   2021年7月錦繡堂收支報告   2021年7月加恩樓收支報告

收入 收入

錦   宣   奉   獻   名   單

教會需償還

的貸款

教會的現金結餘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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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00,000

400,000

600,000

800,000

1,000,000

1,200,000

1,400,000

1,600,000

1,800,000

2,000,000

2/21 3/21 4/21 5/21 6/21 7/21

教會上半年的收支表

收入 支出 現金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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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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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近期的收支表

收入 支出 現金結餘



2021 年 
8月21日 

（六） 

8 月 22 日 

（日） 

8月28日 

（六） 

8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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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陳志慧 林榮南 盧嘉雯 黃雲龍 姚碧霞 梁秀慧 黃啟文 鍾啟仁 莫肇忻 陳妙玲 

講員 張雲開 陳韋安 陳韋安 曾裔貴 謝靄薇 黃頌言 楊明麗 陳麗蟬 楊穎兒 張美薇 

司琴 

 

 

 

陳巧怡 

 

 

 

黃普希 

陸詠珊 

 

 

趙小玲 

陸詠珊 

 

 

林倩如 

龍舒文 

曾維漢 

林宇軒 

卓銘恩 

 

 

 

范肇新 

 

 

 

黃普希 

趙小玲 

 

 

趙小玲 

 

 

 

胡善琪 

胡善恩 

陳逸嵐 

陳子駿 

卓銘恩 

 

 

 

領唱 

 

 

姜楓華 

吳麗萍 

何玉芬 

姜楓華

余碧珍 

趙小芬 

姜楓華

余碧珍 

趙小芬 

林  梨 

鄭慧音 

鄭雅恩 

陳妙玲 

張浩輝 

 

鍾燕妮 

葉佩卿 

雷偉基 

薛偉嫻 

張芷鈴 

何明剛 

薛偉嫻 

張芷鈴 

何明剛 

董愛莉 

龍舒文 

曾維漢 

張元嘉 

張浩輝 

 

當值 

同工  

鄧泰康 

楊明麗 

盧思源 

鄧泰康 

楊明麗

黃頌言 

楊明麗 

鄧泰康 

曾裔貴 老耀雄 

曾  敏 

鄧泰康 

楊明麗 

盧思源 

鄧泰康 

黃頌言 

楊明麗 

鄧泰康 

謝靄薇 老耀雄 

曾  敏 

祝福 曾裔貴 陳麗蟬 陳麗蟬 曾裔貴 謝靄薇 曾裔貴 陳麗蟬 曾裔貴 謝靄薇 張美薇 

音響 

影視 

馮永輝 

陳甥竣 

馮永輝

陳甥竣 

馮永輝

陳甥竣 

黃綽絃 

鄧柱豪 

彭蕊玲 

楊艷娟 

馮永輝 

陳甥竣 

馮永輝

陳甥竣 

馮永輝

陳甥竣 

林倩如 

鄧英傑 

彭蕊玲 

楊艷娟 

司事長 王碧霞 麥秀鸞 趙珮姍 高  峰 潘玉蘭 勞鐸聲 麥秀鸞 趙珮姍 張毓卿 潘玉蘭 

司事 

 

鄭達文 

雷文麗 

張玉民 

藍麗芬 

李景康 

馬小琪 

張志威 

 

李淑瓊 

余少群 

朱國棟

黎詠儀 

張玉民 

藍麗芬 

李景康 

馬小琪 

龐嘉美 

 

黃裔焜 

關麗明 

插花 丁嘉美 倪曉琳 方鄧靄佩 鄧凱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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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泰康傳道‧黃頌言姑娘‧盧思源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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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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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永輝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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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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