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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直播 

請於教會網頁收看週六晚堂(6:00 pm)及主日中堂(10:30 am)

崇拜直播。(詳請情參閱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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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之聲 
在疫情中我們需保持社交距離，有助於防止病毒的傳播。我們平

時與親友或弟兄姊妹相約共聚、飲茶聊天的活動，大部份停止了。我
們經常要面對著自己或在家中的親人，有些時候難免感到孤單。 

華爾街日報提到歐美的國家在疫情下實行「居家令」，一些學者指
出，長期隔離使人減少與人面對面溝通機會，增加人的壓力。美國一
位大學教授霍爾特-倫斯塔(Julianne Holt-Lunstad)說：「人類是社會動
物，在群體中感覺較安全。若我們與他人缺乏親近感，我們的身體就
會作出反應。我們的大腦會發出與戰鬥或逃跑相關的信號，令我們處
於高度戒備狀態。」我們在這疫症中不知不覺地承受了因被隔離和孤
立而來的壓力。 

這些難處可能仍要維持一段時間，我們不容易找到解決辦法，但
我們得著安慰是神與我們同在，使我們得著力量。主耶穌在約翰福音
提到神賜下聖靈給我們說：「祂就是真理的聖靈，是人不能接受的。因
為他們既看不見祂，也不認識祂；你們卻認識祂，因祂常與你們同在，
也要在你們裏面。我不會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裏來。」(約
十四 17 至 18)主耶穌應許我們三位一體的神與我們同在。我們在孤立
中卻不致孤單，在重重壓力下可將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我們。(彼
前五 7) 

神與我們的溝通是 24 小時不隔斷的。我們在疫症期間，有更多個
人的時候，可多看神的話和向神禱告，將我們的鬱悶、憂慮、恐懼向
祂傾訴，詩人往往在孤單無助中向神呼求，我們又讓神的話成為我們
的力量和幫助。在這段時間，牧養的模式轉變了，教會在保持社交距
離中作見證是具挑戰的。詩篇 121 篇 1 至 2 節：「我要向山舉目，我
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成了我的提
醒和安慰。 

因著主的愛和同在，弟兄姊妹之間也可以在這疫症中彼此相連。
雖然少了在教會中見面，但可藉著網上聚會，電話中的傾談，whatsapp
的問候、分享和代禱，使我們得著支持。一位姊妹在外地事奉，經常
將她在事奉上和生活上的需要告訴我們，請我們為她代禱。雖相隔兩
地，但在彼此代禱，為神應允禱告和信實而一起感恩。弟兄姊妹，我
們在這疫情中，讓我們彼此關懷，在主裏同得安慰和力量！ 

朱卓慈 
2020 年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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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主題  

尋主道‧作門徒 
教會聚會安排  

1. 崇拜安排 
 在教會內的晚、早、中、午堂崇拜暫時取消，
直至另行通知。教會只會安排週六晚堂(晚
上 6:00)及主日中堂(上午 10:30)之網上崇拜
直播。 

 弟兄姊妹可於崇拜開始前 15 分鐘，連結教會 
網頁(www.whc.org.hk/news-最新消息/直播連
結)的直播連結，在家中一同參與崇拜。 

 如當天直播出現問題，稍後教會會盡快將錄
影放上教會網站。 

2. 其他聚會之安排 
 其他聚會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教會聚會之安排會因應情況而作出調整，請
弟兄姊妹密切留意教會網站的公布。
(www.whc.org.hk/教會聚會安排) 

3. 網上回應紙 
 弟兄姊妹如有任何分享或代禱需要，可填
寫網上回應紙： 
https://forms.gle/Kkhd3ViUsBjRG8Jo7 

最新消息  

1. 九龍醫院網上講座-「從死看生」 

日期：5月 17日(主日) 
時間：下午 2:30至 5:30 
講員：伍桂麟先生(英國註冊遺體防腐師及遺體

修復師，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劃之發起
人，2019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內容：生死教育概論及實踐、生前規劃及臨終
準備、非自然死亡注意事項、身後安排
及殯儀陷阱等。 

對象：已參與或有志參與長者服侍的弟兄姊妹 
費用：免費 
報名：請用網上回應紙報名，並註明「從死看

生講座」。  
截止：5月 5日(星期二) 
查詢：方瑩德弟兄(電話：27110293)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本週活動/資訊  

1. 星期三教會祈禱會安排 
總會發動全播道會眾弟兄姊妹以禱告扭轉疫境，
本堂的教會祈禱會於 4月 15日至 5月 27日(逢
星期三)期間改為參與播道會網上祈禱會。  

時間：晚上 9:00 (45-60分鐘) 

參加方法： 
(a) Zoom平台互動參與：https://bit.ly/2QEr1tS 

(ID：132-555-584；Password：090020)或致
電 58033731 

(b)  播道會 Facebook平台直播參與及重溫：
https://www.facebook.com/efcchongkong/ 

其他活動  

1. 祝福社區行動 
教會希望鼓勵弟兄姊妹身體力行，透過派發抗疫
物資，進入社區傳講上帝的平安和恩典，讓社區
在疫症中，仍體會到上帝的恩典。 
(1) 「罩」住你 

教會在疫症爆發期間，舉行過 3次出外派發
抗疫包的社區關懷行動，祝福了不少街上的
清潔工人、低收入家庭等。現希望招募更多
有心志的弟兄姊妹加入，協助預備抗疫包，
以及參與日後教會其他的社區關懷行動。 
 歡迎任何弟兄姊妹參與，可於

https://bit.ly/2zg3723報名。 
(2) Kingdom Assignment 2.0 

目標：鼓勵團契/小組運用其創意及網絡，策
劃如何藉送贈抗疫包關心身邊有需要
的人，並藉此建立關係，分享福音。 

 有興趣參與的團契/小組，請與傳道同工
聯絡。 

(3) 「呈心情意」 - 繪製心意咭 
教會派發的抗疫包中，除了抗疫物資，亦附
有心意咭和福音單張，現邀請弟兄姊妹協助
繪製心意咭，大人小朋友也可一同參與！ 
心意咭尺吋：A6 (10.5 cm × 14.8 cm) 
目標：500張 
 繪畫好的心意咭，可於 5月 3日前郵寄回
教會。 

 樣本可參考教會網頁：www.whc.org.hk/
祝福社區行動 

同工/弟兄姊妹消息  

1. 同工消息 
喪禮： 
 秦胡秀琼姊妹[秦民德弟兄(Philip)的母親，麥
明宗姊妹(Mandy)的家姑]安息主懷，求主安
慰家人。 

2. 弟兄姊妹消息 
婚禮： 
 J2 團契張海濱弟兄與林淑文姊妹(Sharon) 
將於 5 月 3 日(本主日)締結婚盟，求主祝
福這新家庭。 

file://///192.168.0.24/homefolders/_崇拜部/_主日崇拜程序/2020/4月份/4月25-26日/www.whc.org.hk/news-最新消息/直播連結
file://///192.168.0.24/homefolders/_崇拜部/_主日崇拜程序/2020/4月份/4月25-26日/www.whc.org.hk/news-最新消息/直播連結
http://www.whc.org.hk/教會聚會安排
https://forms.gle/Kkhd3ViUsBjRG8Jo7
https://forms.gle/Kkhd3ViUsBjRG8Jo7
https://bit.ly/2QEr1tS
https://www.facebook.com/efcchongkong/
https://bit.ly/2zg3723
http://www.whc.org.hk/祝福社區行動
http://www.whc.org.hk/祝福社區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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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 
 以利亞團契鄒黃庚嬌姊妹安息主懷，安息
禮拜將於 5月 3日(本主日)下午 1:30假九
龍殯儀館 3樓光耀堂舉行，求主安慰家人。 

 黃利富先生[陽光八組黃為昌弟兄(Oliver)的
父親，周燕玲姊妹(Kennis)的家翁]離世，喪禮
將於 5月 5日(星期二)下午 5:00假紅磡寰宇
殯儀館地下寧宇堂設靈，翌日上午出殯。求
主安慰家人。 

其他  

1. 5 月份禱告日程 

已上載於教會網頁(www.whc.org.hk/禱告日程)，
邀請弟兄姊妹為教會各部門及事工禱告。 

2. 5 月 16-17 日網上聖餐崇拜 
(1) 聖餐的神學意義 

請參閱教會網頁(www.whc.org.hk/網上聖
餐崇拜)。 

(2) 網上聖餐指引及預備 
 窩福堂會友或重生得救基督徒均可一同參與。 

(兒童須由家長引導，肯定已重生得救方可同領
聖餐) 

 請以下列其中一個方法預先準備聖餐的餅和杯： 

(a) 在4月26日(本主日)至 5月 16日(星期六)
期間，於辦公室開放時段內到教會領取聖
餐餅杯套裝(只限參與窩福堂崇拜直播的
弟兄姊妹)： 

 請弟兄姊妹自備密實袋，領取時須填寫
姓名和聯絡電話，以便日後有需要時作
健康跟進； 

 每個家庭只需派一位代表領取； 
 居住同區相熟的弟兄姊妹，可派代表領取； 

 14 天內曾離開香港的弟兄姊妹請派代
表領取。 

(b) 自行預備 
 聖餐的「餅」 - 沒有加入香料或調味的
餅，例如：梳打餅、克力架餅乾。 

 聖餐的「杯」 - 一小杯無氣的葡萄汁(約
30毫升)。 

 流程： 
(i) 將餅放在碟上、葡萄汁倒入杯內，

然後放於桌上並蓋上保鮮紙； 
(ii) 若家庭中多於一人領聖餐，請安排

其中一人負責派「餅」和「杯」； 
(iii) 於聖餐環節，按照施餐同工的指示，

同步領「餅」和「杯」。 

 聖餐是莊嚴的聖禮，無論是在教會內或於網上
進行，弟兄姊妹都需要好好準備。因此，倘若
於聖餐崇拜開始前未及準備「餅」和「杯」，
建議弟兄姊妹以默想代替。 

 若有任何問題可聯絡所屬團契或你認識的傳
道同工。 

3. 口罩支援 
 教會有一些口罩提供弟兄姊妹索取，如弟兄
姊妹有緊急需要，請聯絡教牧同工。 

 鼓勵弟兄姊妹彼此相助及留意有需要的人，
趁機會分享自己的資源， 也分享天父的愛，
在這段日子一起為主作見證。 

4. 情緒輔導及支援 
如弟兄姊妹或身邊的親友感到不安或情緒受到
困擾，可與傳道同工聯絡，教會會提供情緒支援
或相關資訊，盼望能與憂傷心靈同行。 
查詢：余嘉敏傳道(電話：27110293) 

5. 奉獻注意事項 
弟兄姊妹可透過以下途徑進行奉獻： 
(a) 轉數快：識別碼 5937347 
(b) 郵寄支票 
(c) 直接存入教會「東亞銀行」戶口: 
• 銀行代碼: 015 
• 賬號: 191-68-00149-0 
• 戶口名稱：「EFCC Waterloo Hill Church」或「中
國基督教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  

 懇請弟兄姊妹把銀行收據及奉獻回條，電郵至
donation@whc.org.hk或寄回九龍窩打老道 84
號冠華園 2字樓會計部收，以作記錄。 

 由 2月 21日起，教會銀行戶口名稱正式更改為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及
「EFCC Waterloo Hill Church」，敬請弟兄姊妹注意。 

查詢：魏鳳琼姊妹、黃國明弟兄(電話: 27110293) 

6. 全年奉獻收據派發安排 
教會預計 5 月初會將全年奉獻收據郵寄至各弟
兄姊妹於教會登記之地址。 
 如於 5月 15日後仍未收到信件，可電郵教會

donation@whc.org.hk索取電子副本。 
查詢：魏鳳琼姊妹、黃國明弟兄(電話：27110293) 

7. 鼓勵支援基督教機構 
香港疫情持續，不少基督教機構營運出現困
難，因此本堂鼓勵弟兄姊妹可先了解各機構
的事工及財務狀況，為他們代禱，並按感動
向有需要的基督教機構作出奉獻支援。 

8. 窩福堂誠聘同工 
招聘詳情請瀏覽窩福堂網頁。 

http://www.whc.org.hk/禱告日程
http://www.whc.org.hk/網上聖餐崇拜
http://www.whc.org.hk/網上聖餐崇拜
http://www.whc.org.hk/教會聚會安排
mailto:donation@whc.org.hk
mailto:donation@wh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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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機構  

1. 三藩巿播道會-「疫症中之哈巴谷書講道系列」 
主題：從恐懼到相信 
講員：蘇穎睿牧師 
日期：3月 29日起(逢主日) 

 講題 經文 

第 1講 神呀！祢在哪裏？ 
緒論、哈一 2-4, 
12-17, 三17-19 

第 2講 神的奧秘 哈一 1-11 

第 3講 先知的迷惑 哈一 12-17 

第 4講 等候 哈二 1-3 

第 5講 義人必因信得生 哈二 6-20 

第 6講 敬虔與禱告 哈三 1-2 

第 7講 從恐懼到相信 哈三 3-19 
 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可登入三藩巿播道會網站

(http://www.sfefc.org)收看。 
2. 支持突破機構「金旗籌款」 
突破機構原定於 4月 25日舉行賣旗活動，籌款
目標$200萬，但因疫情關係而取消，致令籌得的
經費亦大幅減少。在財政狀況更見短絀的情況
下，突破機構呼籲大家認捐金旗，繼續支持突破
發展青少年工作。 
 每奉獻$100，突破將送出一套【火柴人

Together We_____】金旗套裝，此金旗套裝由
心意卡及打氣貼紙組成，可以寫上鼓勵說話，
向身邊的年輕人或朋友送上祝福。 

 捐 款 方 法 可 參 閱 突 破 網 址
https://www.breakthrough.org.hk/flagday/，或
致電 26320331查詢。 

神學教育簡訊  
(支援探討蒙召獻身全職事奉肢體) 

播道神學院 
• 道學碩士入學申請截止：5月 6日 

建道神學院 
• 道學碩士入學申請截止：5月 30日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 神學學士、道學碩士入學申請截止：6月 5日 
 如欲教會推薦入學，因審核程序需時，請於一
個月前提交申請。(詳情以學院通告為準) 

 如欲查詢詳情或其他神學院資訊，請與甘雪芬傳 
   道聯絡(電話：27110293) 

 
 
 
 
 
 
 

啟福堂  
新蒲崗太子道東 698 號寶光商業中心 802-803 室 

電話：27808811 
電郵：info@kaifook.org.hk 

目標：成為一間銳意培育門徒的社區教會 
(Intentional Disciple Making Community Church) 

1. 祈禱會將於 5 月 3 日(本主日)崇拜直播後於網上
直播，敬請準時參與。 

2. 為因疫情染病及生活受影響的世人禱告，求主醫
治保守大地，使疫情儘快過去，讓世人都蒙祢賜
下的恩典，早日重回生活正軌。 

3. 因應教育局宣布全港學校延長停課，因此教會除
崇拜和教會祈禱會外，所有兒童和中學生的活動
與聚會暫停至另行通告，其他團契及主日學班鼓
勵以網上形式繼續進行。鼓勵大家透過啟福堂提
供的網上連結，參與星期日早上 10:30 的崇拜聚
會，敬請大家留意，並在疫情下仍然積極參與敬
拜上主。 

4. 5-8 月份講壇訊息將繼續宣講「使徒行傳」後半
部。 

5. 陳秀雁姊妹[劉劉月英師母的母親，劉永泉牧師的
外母]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人。 

啟福堂聚會 
1. 主日崇拜(適合所有信徒參加)   

星期日上午 10:30-11:50 
2. 兒童主日學(K1至小六兒童)  

星期日上午 10:30-11:50(第一週有親子崇拜) 
3. 祈禱會(所有信徒) 

星期日中午 12:00-下午 1:15(每月第一個主日) 
4. 信仰探討班(適合未信或初信者) 

星期日中午 12:15-下午 1:45 
5. 唱詠組(詩班員) 

星期日早上 9:00-10:10 
6. 豐盛團契(在職青年) 

星期日中午 12:15-下午 2:00  
7. L2團契(在職青年) 

星期日中午 12:15-下午 2:00 
8. 伉儷團契(夫婦)  
 星期日中午 12:15-下午 2:00 
9. 以諾團契(金齡及退休人士) 

星期四上午 10:00-中午 12:00 
10. 新初•五證團契(在職人士) 

星期五晚上 7:45-9:45 
11. 青少年團契(中學生) 

星期六下午 4:00-6:00 
上週網上直播收看人數 

主日崇拜：73 
 
 

 

 
 
 
 

http://www.sfefc.org/
https://www.breakthrough.org.hk/flagday/
mailto:kaifook@whc.org.hk


 

-6- 

 代禱快訊 2-3/5/2020  

本週新增代禱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教會事工 

1. 求主幫助我們敬虔地作好各樣有關網上聖餐在禮儀和心靈上的預備，尊主為聖，
同念主恩。 

2. 當全球十八億穆斯林在齋戒月中守節時，求主特別顧念他們，讓他們得見主的救
恩。 

(二) 世界大事/關愛使者 

1. 求主保守疫苗及有效根治新型肺炎方法的研究，叫疫情早日受控。 

2. 全球經濟環境結構性轉差，求主憐憫，供應一切在困苦中的人的需要。 

3. 為日本植堂關愛使者森昇、佩虞夫婦代禱：a)求主賜福昇每主日講壇的信息，個人
佈道的智慧；記念佩虞參與的婦女兒童事工，信徒能建立基督化家庭；b)求神為泉
教會預備適合的日本同工和更多宣教士，並幫助教會的肢體們在愛心和信心上有
長進，帶領家人親友信主；c)佐藤先生、竹井太太和坂口太太開始參加主日崇拜，
竹井太太和坂口太太的兒女也參加兒童主日學，求主幫助他們早日信主；願竹井
太太的兒子也能參加教會聚會；d)請記念慕道者早坂先生、坂口、竹井、品川、阿
部、平山、水戸、細谷太太早日信主：e)願身體軟弱的神姊妹和佐藤姊妹早日康復；
f)求神帶領短期關愛使者 Jocelyn 早日籌募足夠經費到仙台事奉，信心得著建立；
g)求神為明惠在新的大學能找到適合的居所和教會，頌平在職場上能更多經歷神的
同在和智慧。。 

4. 為亞洲語言項目關愛使者輕舟姊妹代禱：a)感恩語言材料的整理工作完成了半數以
上，祈願在十二月前能夠完成；b)感恩福音書的語言項目進度理想；c)十一月對外
開辦的故事班課程綱要已獲通過，感謝主；d)感恩在團契內開設的一年課程透過視
像形式重新開始，請記念課堂預備和運作順暢。 

5. 為世界福音動員會•澳門拓展及推動差傳關愛使者官志達牧師夫婦代禱：a)感恩早
前為英國華人教會做的雙語聖餐主日崇拜直播順利，5 月初會再做一次，求主幫助
他們能做到想改善的地方，帶領會眾同心敬拜主；b)在英國唸書的穎雪被大學安排
遷往另一宿舍去住套間，廚房是共用的，請為她的適應禱告，相信神給她足夠的供
應與保護；c)請記念澳門辦事處的工作，他們已開始積極聯絡各教牧，分享和推廣
差傳異象；另外，願能儘快整理好會員、理事及監事的架構，令運作上軌道。 

(三) 同工/弟兄姊妹 

1. J2 團契張海濱弟兄與林淑文姊妹(Sharon)將於 5 月 3 日(本主日)締結婚盟，求主祝
福這新家庭。 

繼續需代禱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教會事工 

1. 為應考 DSE 的弟兄姊妹禱告，準備多時的考試終於來臨。求主賜下平安，又叫他
們集中有著堅毅的心，完成考試。 

2. 疫情下，為全時間照顧子女、長輩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賜下耐心與愛心，又願照
顧者的心情也能被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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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啟福堂消息：a)求主保守復活節佈道會後的跟進工作, 為新的福音班參與者, 也為
他們有慕道的心禱告；b)求主保守肢體們在疫情下的相交與屬靈成長，在未有實體
聚會前，當如何調節生活的節奏，保持個人靈命與身體健康。 

(二) 世界大事/關愛使者 

1. 為香港的疫情開始緩和感恩，求主繼續保守醫護人員的健康，又叫經濟困難的人
得著支援。 

2. 為發展中國家禱告，求主叫疫情受控。又願我們有能力支援的時候，聖靈指教我們
可怎樣成為他們的幫助，正如我們當日怎樣被援助一樣。 

3. 為海外基督使團•台灣基層人士福音工作關愛使者譚健生、李凱韻家庭代禱：a)感
謝上帝，他們的家庭禮拜聚會、一對一的門徒訓練和埔心國中學校事工可以繼續
進行；祈求冠狀病毒疫情盡快受控；b)早前他們參加了植堂研討會和完成了「提摩
太計劃」最後一部分，當中滿有成果和助益，讚美上帝；c)祈求上帝在他們 2021
年 2 月離開台灣進行述職之前，引導他們埔心植堂團隊建立異象，鼓勵和關心團
隊成員，清楚地溝通，用愛心說誠實話。 

4. 為英國華僑及留學生事工關愛使者誠欣、橄欖夫婦代禱：a)教會及國際學生團契聚
會改在網上進行，求主使用他們在網上與學生的互動，讓關懷臨到留在宿舍的學
生們，也讓他們能敏銳學生的需要；b)每週的中文查經聚會在網上舉行，大家有更
緊密的聯繫，人數比之前穩定，也有已回國的學生主動要求參與，請為學生們的靈
命成長禱告；c)阿晟和阿薇兩位訪問學者決定留在當地，他們都有年幼孩子在家鄉，
心中十分記掛家人，求主保守他們與家人的溝通暢順，經歷主的看顧；d)請繼續記
念他們與神的關係，願主堅固他們手中所作的，都蒙主記念。 

5. 為柬埔寨醫療及福音工作關愛使者余禮然、周珮婷家庭代禱：a)因應疫情，柬埔寨
的學校停課，珮婷與兩名子女已於 3 月中回港，他們一家暫時留港，感謝主的看
顧和弟兄姊妹的愛心，留港期間的住屋問題解決了；請記念禮然的牧職實習，孩子
的網上學習，珮婷有好的休息與更新，八月回柬埔寨開始新的服事；b)為已回港的
關愛使者和同路人祈禱，現在回柬埔寨並不容易。除了工作證明和簽證外，也要健
康和保險證明文件；c)願安康家庭醫務所的同工、醫科生、傳道同工被聖靈充滿，
有智慧應付未來服事上的轉變及挑戰，繼續提供全人關顧，領人歸主。 

(三) 同工/弟兄姊妹 

1. 以利亞團契鄒黃庚嬌姊妹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人。 
2. 黃利富先生[陽光八組黃為昌弟兄(Oliver)的父親，周燕玲姊妹(Kennis)的家翁]離世，

求主安慰家人。 
3. 秦胡秀琼姊妹[秦民德弟兄(Philip)的母親，麥明宗姊妹(Mandy)的家姑]安息主懷，求

主安慰家人。 
4. 蘇穎睿牧師要預備哈巴谷書講道，求主加力。為蘇劉君玉師母另一邊髖關節手術安

排禱告，日期尚未確定，求主帶領。為新冠狀病毒疫情能早日止息禱告。 
5. 星期六團契葉玉珍姊妹(Jasmine)患了免疫系統的毛病，接受各樣治療中病情反覆，

她於 4 月 21 日因受到細菌感染入院，求主引領醫治，減輕身體不適，並賜下平安
的心。 

6. 記念病患或需要長期護理的肢體或朋友：郭杜恩信姊妹、孫玉珍姊妹、陳印康弟兄、
何志錢弟兄及丁馨國姊妹，求主醫治和賜他們各人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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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聚會出席人數記錄 

冠華園 窩福堂中心 
崇拜 
總人數 

兒童主日學 AWANA Clubs 
祈禱會
總人數 晚堂 早堂 中堂 午堂 

長者 
崇拜 

新 Teen 
Sunday 晚 早 中 SAT SUN 

178  413    591       
 
 

財務報告 

奉獻項目 

由01/10/19至31/03/20 

累積奉獻 

港幣[A] 

由01/10/19至31/03/20 

支出預算 

港幣[B] 

01/10/19至30/09/20 

全年支出預算 

港幣[C] 

累積奉獻與 

全年支出預算差距 

港幣[A]- [C] 

常費  7,110,473   7,213,581   14,427,161  (7,316,688) 

教會事工  1,348,447   716,025   1,432,049  (83,602) 

關愛事工**  1,080,924   1,662,525   3,325,050  (2,244,126) 

安息年  132,422   -   -  132,422  

固定資產  133,273   553,118   1,106,236  (972,963) 

慈惠  232,683   -   -  232,683  

神學生  161,352   93,650   187,300  (25,948) 

特別奉獻  2,380   -   -  2,380  

本地植堂  182,613   500,000   1,000,000  (817,387) 

啟福堂(減除窩福堂支持部分)  1,670,293   1,010,220   2,020,439  (350,146) 

總數  12,054,860   11,749,119   23,498,235   (11,443,375) 

**包括所有本地及海外之關愛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