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五年十月廿三日  第四十期 

 

 

代代禱禱事事項項：：  
 

1. 請為沙口、雲嶺教會代禱：求主使用張傳道，藍金昌傳道帶領更多

鄉民信主。 

2. 請為浛洸、廣寧新堂建成後福音工作擴展禱告：求 神預備適合傳

道人，祝福教會主日學、慕道班、詩班、青年聚會，讓更多人蒙福。 

3. 為差傳事工各委員同工代禱，求 神加添靈力，去完成神所托付的

使命。 

4. 為中國福音事工代禱，讓更多同胞靈魂得蒙拯救，不被異端邪說所

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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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志祥 

      

  今年，適逢戴德生到中國傳福音 140 週年。戴氏生於英國約克郡，

是家鄉的教士。大約在 1830 年，他父親在禱告中曾對上帝許下宏願：

「如果上帝賜他一個兒子，他願意把這個兒子獻上。」 

 

  戴德生得救幾個月後，在一個悠閒的下午，把自己關在房間，向

神禱告，懇求上帝給他一點工作，好表達對祂感激之情，他並對上帝

承諾，不管工作是多麼卑微、難受和瑣碎，只要是上帝歡喜的，他便

樂意去做，甚至擺上自己！在戴德生的內心中，時常浮現一個異象，

就是上帝要他去中國── 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當時中國正值是太

平天國動亂時代，如果他去，就要隨時冒著生命危險。他為了有充分

準備，便跑到赫爾市去接受醫學和手術訓練，而且決定無論賺取多少

金錢或擁有多少財富，都會奉獻不少於十分之一的在基督的聖工上。

他訓練自己去過刻苦的生活，學習省吃儉樸，好叫他更有能力地幫助

那些需要的人。他想到在中國這個異地中，投靠無門、日用的需要和

生命皆沒有無保障時，他更知道除了上帝以外，別無倚靠。 

 

  1853 年九月十九日，倫敦傳道會差遣戴德生到中國，以下便是他

在自傳中的自述： 

 

「首次在達姆福利斯號船艙的小床上，母親用慈愛的手整理床

舖，然後坐在我的身邊，同唱詩歌，我們跪下，這是赴中國前，

最後一次親耳聽見母親為我禱告，跟着船快要開行了，我們必須

分手，只好珍重道別，心裡却不敢奢望在世上能相見，為了叫我

好受一點，母親盡量抑制心內我情緒，分別後，她走上岸給我祝

福，我孤單一人佇立在甲板上看着船開向水閘，她也跟着往前

走，船穿過了水閘，這次我們真的要分別了，猝然間一道哭聲從

母親絞痛的心中決堤而出，像刀一樣剌透了我，使我永遠不能忘

懷，這一刻我才完全明白『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

他們』的意義，我也相信，我摯愛的母親，此際對上帝毫無保留

的愛，比她終身所體會的更深。在抵達中國前，上帝鼓勵我，叫

我將一切的需要，藉着禱告帶到祂面前，並且信賴祂，因着祂獨

生子之名緣故，在每一個緊急關頭幫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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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4 年三月一日，戴德生抵達上海外灘，在洛魏林醫生家住了六

個月，在租界外租了一個房間，當時法國人與清兵聯合一起攻城，晚

間有零星戰事，惟有白天睡覺，一次一枚炮彈擊中內院，彈珠約四磅

重，蒙 神保得以平安。戰爭的恐怖、殘暴和悲慘，對他而言是一個嚴

酷的考驗。這些日子，正是叫他學習倒空自己，謙卑仰望，好順從上

帝帶領的功課，在上帝『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的應許下勇往

向前。 

 

  1855 年春，戴德生在揚子江沿途一帶向路人廣傳福音，向成千上

百前來賀誕的善男信女們派發福音冊子。走了不遠，遇上一名長者，

他誠懇地勸他們止步，否則必會吃盡通州軍隊的苦頭，但戴德生他們

決定靠着上帝的恩典，懷著未傳福音便誓不離開的心志繼續前進，絕

不能讓千萬通州人在未聞生命之道下漠然逝去。再過一小鎮，約有千

個村民，他就以國語對廣大的群眾傳揚福音，戴德生就在這段時間放

棄穿西服，改穿中國裝束，且願意過著與中國人一模樣的生活： 

 

「從上海到汕頭，後轉到寧波，其中經歷許多的困難，有被強盜

搶走隨身行李，又遭遇寄存藥物和器具手術用品因大火焚毀，有

時住的地方簡陋，只用塊木板架在兩條木枋上當床，枕頭鋪蓋，

蚊帳都沒有，惟有用雨傘和鞋當枕頭，疲乏得很，腳尤其酸痛。

在日頭當空的時候，我動身往海寧去，約八哩，途經一個林莊，

便喝一杯茶，休息一下，就趁機向村民講述福音的真理，一路上，

我省察上帝如何善待我，我比以前更加明白被藐視、被壓棄，無

處枕首的滋味，主為我受苦，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偉大的愛，求祂

赦免我的罪，給我恩典和力量，可以遵守祂的旨意，好叫我能夠

緊緊地跟隨他的腳踪，更加完全的歸屬祂。」 

 

  戴德生曾經有一次很深刻的經歷：在一次乘船到寧波的航行途

中，突然驚聞有人掉落大海，他立即跳入水中，但却不見那人的影踪，

他在水中四處張望，看見一個正在撒網的漁夫，便叫他來幫助救人，

但他說他正忙著打魚，不能來！戴德生便懇求他，不要再理會他的魚，

只要他肯來，便會付錢給他，比他幾天打魚所得的更多！漁夫問他可

以給多少錢，戴德生說會把他所有的都給他，漁夫再問他是多少呢﹖

戴德生說約十四個銀元吧。最後，漁夫終於划船過去，把掉落大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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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撈上來，可是一切努力終告白費，他的生命已經終結了。這件事令

戴德生非常傷感，他心裡不禁地想，這些漁夫應否要為這可憐死去的

中國人負上罪責？他們手裏本有可以拯救人的工具，只要願意的話，

便可以拯救那人！但他們竟然不肯。 

 

  你是否同意戴德生所說的呢﹖但是，當我們在審判這些漁夫之

前，先要停下想一想，免得犯上拿單所指斥的「你就是那人」。我們是

否也是見死不救，硬著心腸讓靈魂白白滅亡的人呢﹖若是這樣，我們

豈不是應當遭受更嚴厲的處分嗎﹖我們不應像該隱那樣說：「我豈是看

守我的兄弟的麼﹖」當主耶穌命令我，命令你，到全世界去，傳福音

給萬民聽時，我們是否可以這樣對主說：「不，我沒有空呢﹖」我們難

道可以告訴祂正在忙於打魚，未能前去﹖又或者說買了五頭牛，或剛

結了婚﹔或是正從事一些有興趣的工作而不能去﹖相信不多久，我們

眾人必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 

 

  讓我們紀念那些未聞福音的中國人，就如保羅所說：「我們都欠了

他們福音的債。」你能否在你有生的年日，獻上你的青春才華，為他

們禱告，為他們付出勞苦代價呢﹖最後，我引用戴德生名句： 

 

「假如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如我有千條生命，

决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戴德生於 1905 年 6 月 3 日在中國長沙離世，現時已傳至第四代了，

但是他的子孫後人，至今仍忠心耿耿，在中國、新加坡、及香港等地

傳揚福音，他們都能用流暢的普通話或廣東話講道呢！願 上帝偉大的

愛與這位熱愛中國甘願犧牲捨己的傳道者，鼓舞着我們熱心地事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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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參加＜萬國敬拜與讚美＞的獻身者訓練，其中一項訓練是

要去短宣。好開心能與主內弟兄姊妹分享我在澳門的見聞，能與主同

工是我的榮幸，請各位帶著禱告的心去看這篇見證。 

 

  澳門原是荒蕪之地。1553-57 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門，後來澳門的繁

榮發展使西方傳教士紛紛東來，以澳門為根據地去宣揚福音。基督教

近代第一位來華傳道的是馬禮遜，他於 1807 年抵澳。由於澳門葡人及

天主教徒的排斥，1842 年香港開埠後，大部分教會皆離開澳門，現時

信徒人數佔總人口 1﹪（人口約 46 萬 5 千），經常聚會人數約 4 千人。 

 

  在經濟方面，旅遊業及博彩業成為澳門政府的經濟支柱，繼金莎

賭場後，澳門將會興建另一合家歡的賭場。媽祖信仰是澳門最原始的

民間傳統信仰，主要是對海神的崇拜，媽祖亦稱天后，此亦為澳門之

外文名字 Macao 或 Macau 之由來。 

 

  今次兩天的行程，我們一行七十多人分五組到澳門四個不同區域

行區禱告，而我的小組去了紅街市、三盞燈及黑沙環的區域，這地區

有很多小朋友胥在街上隨處走，原來近年來，很多大陸勞工或新移民

湧入澳門，他們每日工作十多小時，生活十分艱苦，故很少時間照顧

小朋友；這個地區有很多緬甸人，他們是第二代的移民。我們亦留意

到很多住宅均在窗外加了鐵籠，我們問當地的傳道有何原因？她說以

往的治安不太好，有很多的搶劫案發生，故我們需要一起為當地居民

禱告，讓他們能有真正的平安！記得我們行經一座工業大廈，看見當

中一個單位一共供奉了三樽約 4 呎高的偶像，真的令我們很驚訝！在

整個行區禱告中，我明白到對環境要留心觀察，並要儆醒，敏感聖靈

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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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回到聚集的地方，七十幾人同心懇求全能的 神拯救澳

門失喪的靈魂，並為明天的聚會準備及禱告。之後，我們到住宿的地

方，單位原是用來退修用的，其實二十多女生住在一個約一千呎的單

位，真是有些擠迫，但卻沒有一人有意見和罵怨，大家都非常順服同

工們的安排，我想是因為我們接受了近半年的＜獻身者＞訓練的關係

吧！記得學期開始時，我真的不習慣他們像軍隊般的紀律和順服，怎

知道，在不知不覺中我亦被潛移默化了。同工們給了我們榜樣，透過

他們對主的服待，我們看見他們的禮讓、犧牲、殷勤與謙卑。 

 

  第二天早上，同工們未到六時已起床讀經和清潔，我們七十多人

首先會聚集一起為主日崇拜同心禱告，然後會分開四組到不同的教會

參加主日崇拜。我們九時多已到達聚會的地方，剛好正是早禱會時段，

於是我們便安靜地加入其中，同心為教會祈求；十時正，主日崇拜開

始，教會十數位弟兄姊妹再加上我們，雖然人數還不足三十人，但聖

靈卻大大在他們心裡工作，鼓勵他們要信靠 神。 

 

  最後，我們去到白鴿巢＜馬禮遜的墓園＞，我看到這些先人，他

們將年青的生命獻給主、獻給中國，我很感動！因他們愛中國人，故

此福音能在中國傳開，我亦能站於此去感謝我的主、我的神。這令我

聯想到一首詩歌「將你最好的獻與主，獻你年青的力量…。」我祈求 神

興起這一代的年青人能熱心愛主、委身基督。 

 

 

 

 

後記︰ 

 

有一個澳門朋友對我說，青少年物質主意的趨勢漸高，有些中學

畢業生會選擇到賭場工作，因賭場的人工比教師的人工還要高；

如果繼續升讀大學，也可以修讀澳門大學的博彩系。另外，據一

項調查顯示，約有 60﹪受訪的中三至中六學生在過去一年曾參與

博彩活動，2.66﹪學生可能已成為病態賭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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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弟兄姊妹記念澳門的需要︰  

1. 奉主名粉碎那惡者在澳門以黃、賭、毒及媽祖對澳門人心的

轄制，釋放眾百姓回轉歸向基督。  

2. 懇求主改變澳門政府的心，幫助他們在經濟上有新的發展，

不再倚賴賭博。  

3. 願主的愛感動在賭場中工作的人及病態賭徒離開黑暗，讓他

們不獨得著救恩，並讓他們經歷耶和華以勒是供應他們的  

神。  

4. 惟願每位中國勞工、新移民和貧窮的人，在他們困苦的生活

中能遇見公義慈愛的主。  

5. 求主聖靈的火繼續點燃教會，讓屬祂的百姓合一起來宣告主

大能得勝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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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詠詩 

 

  自小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我，坦然信仰生活比較平淡，因在各方

面的需要都非常足夠，所以真的很想去體驗落後地方信徒的信心生

活，於是便參加了兩次的教會舉辦的差傳活動。 

 

  兩次的地點都是樂昌，第一次行程由於受到天氣影響關係，我們

不能上山到大洞地區探訪，只能留在樂昌教會崇拜。他們舉行了一個

為復活節而設的特別聚會，當時，各地方聚會點的信徒都來到了總堂

(樂昌教會)聚會，透過唱詩及跳舞去讚美上帝，我們在當中也非常享

受他們的表演。整間教會運作都很有系統，信徒們都充滿由心發出的

滿足和喜樂。 

 

  而第二次，除了在樂昌教會崇拜外，也與當地的義工分隊到一些

患病嚴重的信徒家探訪，所有被探訪的信徒的家境都非常窮困，每個

家庭只得一人維持生計，而且還需照顧家裡長期病患的親人，因此實

在難以兼顧家居的環境衛生，屋內空氣很混濁，並發出難聞的異味，

加上禽畜和人同居一室，大堆烏蠅於屋內隨處打轉亂飛。 

 

  令我印象深刻的不單是病患者的苦況，還有當地義工的愛心。其

中一個被探訪的家庭是一對夫婦，丈夫因中風而臥病在床，因著義工

的幫忙，原先佈滿糞便的睡床及房間已清理得一乾二淨；但這只不過

是其中一個例子，義工為弟兄姊妹所做的一切，真是少一點愛都做不

來！ 

 

  生活在香港，很多東西幾乎都是由金錢堆砌而成，很多時候，自

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自己的切身利益著想，實在很難犧牲時間和

金錢去用真心關懷及照顧別人，但這正是主耶穌要我們學習的功課，

正如主要我們愛人如己，我們便應該真實讓人看見耶穌的愛及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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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淑華 

 

 

  經過 2星期的印度短宣，起初以為自己不會有文化上的衝擊及短

宣的後遺症，因為這次短宣實在沒有什麼很大的衝擊！但經過個多星

期的時間後，發覺自己有這些症狀，例如我開始有自我放縱的情況等，

於是我便看短宣手冊，學習去接納自己及警醒祈禱。 

 

  第一次從事跨越文化短宣的我，所有的事情對我而言都是新鮮

的，無論是短宣前的訓練、訓練營及短宣的人與事，我都需要時間去

適應，從中學習突破及了解自己。在當中，我學到的功課很多，願意

一一與你分享。 

 

  首先，在適應方面，之前我十分擔心自己的身體是否能適應當地

的水土，所以不斷為此事祈禱，也請代禱者為我代禱。感謝  神，雖

然我經歷兩度腸胃炎，但很快便痊癒了。相反，我的隊員亞浩經歴了

大事了，他有一半的時間都是身體不適，到最後那日，他因疴血而出

現暈倒，感謝  神，同隊有一位護士，立刻為他進行急救及送他到急

症室，最後都可以與我們一起搭飛機返港，這實在是一項神蹟！我們

都在  神的恩典中平安渡過。 

 

  其次，在隊工方面，由於開始時對各人都不太認識，所以需要時

間去彼此了解，而自己也能與組員建立和諧的關係。整體上，各組員

都十分順服及互相補位，所以期間並沒有很大的衝突。但由於相識時

間實在太短了，要了解每個人的處事方式實在不容易，雖然在過程中

隊長與副隊長出現意見不同，但總算能完成任務。我想若每人能發揮

每人的恩賜去服事，一定會很精彩。 

 

  最後，在突破方面，我可以用英文講見證及用中文講道，真的很

開心，感謝神去使用我，為他作見證。在整個過程中，自己學習放膽

地去講英文，並不怕錯誤！因為在整個短宣行程中，都散播著彼此接

納及支持的氣氛，感謝  神！我也決定在今年內學好英文，那麼我便

可以為  神做多一點事，也希望在教會中建立這種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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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 

 

  你們好！現在就讓我與你們分享那次廣寧短宣的經歷吧！。時間

過得很快，轉眼間已過了一個寒暑。回想當日大夥兒到廣寧短宣的情

境，至今還記憶猶新。當日下著毛毛細雨，當我們一行七人在深圳火

車站等待小巴時，我發現賴 Sir 和美群姊妹的普通話很了得！這立時

為我打了一支強心針，令我安心起來。因我的普通話水平十分之差，

在這旅程中，他們可當我的語言指南計，從而，我又可以在他們身上

學習、學習。行車不久，我們到了一家酒家品嚐午膳，那地方的特產

有甘甜的欖子、美味的河鮮、肥大的走地雞和無沙的黃蜆，真的感謝

主賜給我們一頓豐富的午餐。飯後我們繼續向廣寧教會進發，到達的

時候已是黃昏。這就展開了我人生的一頁──中國短宣。 

 

  那天晚上，我們在教會一起唱詩歌；那裏的設備雖然簡陋，沒有

投影機、沒有電腦、也沒有樂器；而歌詞也只可寫在一個細小的黑板

上，但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與神同在，與神交通！因為那裹充

滿了神的愛，充滿了對神熱誠的追求和渴望。他們還把歌詞抄在自己

的紙上和筆記簿上帶回家唱，他們渴求神的熱誠真是令我自愧不如！ 

 

  到了早上崇拜時，我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把上帝在我身上所作

的神蹟，在人前見證出來，我把身上最醜陋的疤痕向眾人展示。這疤

痕本來就代表著過去的傷痛，難以磨滅的記憶，也是一個一直令我難

堪的記號，現在主耶穌成為我的救主，生命的主，給我留下不少充滿

恩典的回憶！這些回憶也同樣把我整個的人生扭轉過來，讓我認識到

生命的真正意義和目標。正如約翰福音 14:6 耶穌說：「我是道路、真

理、生命。」因此我也要將這福音帶到中國、香港及其他的地方，讓

其他人也認識主耶穌，活出美麗人生。 

 

 



差傳年刊 2005.doc  10 

  崇拜結束後，有幾個姊妹邀請我和 Rainy 為她們及她們的家人禱

告，她們很懂得把握機會，找緊神的應許，使我想起聖經上記載，有

一位女人患了十二年血漏，在會堂外見到耶穌，就摸著耶穌的衣裳說：

「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當地教友對神的信心如此大和堅定，

我倒要向她們學習。這讓我上了寶貴的一課，留下深刻的印象。到了

中午，我們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廣寧，結束這次難忘的中國短宣

之旅。 

 

  我在此鼓勵大家，如未嘗到中國短宣的弟兄姊妹要把握機會，體

驗一下短宣所帶來的喜樂和充實的人生。 

 

  願主賜福各位！ 

 

弟兄 

鄺祥明上(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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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堂一弟兄 

 
     

  今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1 日，我和屯門堂 K 弟兄參加了第十七屆訪

韓研習會。在今次的行程中深深體會 神的恩典及大能。8 天的旅程，

已經是 神豐富恩典的彰顯。我自己剛剛在 5 月中轉換工作崗位，因而

担心假期有阻滯；出發前，一對兒女及妻子，也牽起我一絲的掛慮，

但主的話安慰了我：「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 神，因為衪顧念你們。

(彼前 5:7)」再加上妻子的支持及鼓勵，我蹈上征途! 

 

  在祈禱山三天的經歷，叫人難忘。台灣弟兄姊妹的敬虔、對主渴

慕的心，從他們參加聚會的態度可見一班…因為今次上山人數約四千

多人，香港及台灣各佔二千，因此宿位短缺，香港的男生晚上要在主

要聚會的地點—大聖殿，蓆地而睡。每朝早上祈禱會，不論是六時、

五時、下雨，他們總是在門口守候著，門一打開，他們便擁入大聖殿，

佔一個有利的位置去敬拜及聚會。而且，當她們進入聖殿後，很快便

會安靜下來去準備自己的心。 

 

  七餐的禁食操練，在主的保守裡，安然渡過。我主要是飲奶類飲

品，其中值得推介是韓國出產的米水，幾特別又好味。三天的時間，

充充實實，內容包括敬拜、祈禱、聚會…今年主題是『恢復與復興』，

這令我反思自己在主裡的光景及期盼： 

 

恢復──神兒子的身份及地位 

恢復──起初的愛 

復興──成為耶和華大軍隊 

復興──繼承 神的產業 

復興──祝福的源頭 

 

  回到山下參觀家庭小組、敬拜讚美學校、結業典禮、汝矣島純福

音教會主日崇拜、市區觀光購物及自由行，都滿有 神的恩典。行程中

我們認識了同車另一教會的弟兄姊妹，我們互相照顧、分享，甚至一

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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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晚，我們一行二十人進行自由活動，乘地下鐵從酒店到一購

物區逛逛，誰不知，深夜十二時後便沒有地下鐵服務，最快要到明早

五時，於是我們便分批乘的士回酒店，但司機不甚清楚酒店的位置，

沿途便打電話及跟隨同行的士，由於我們言語不通，加上並不識路，

我們唯有禱告，最後當然安全到達。 

 

  另一次迷路的經歷是，有一天下午，我們到基督教書店購物，我

和 K 弟兄走商落地下商場逛一逛，那商場真是很大，四通八達，所以

迷途，韓文真是有趣，但我真是看不懂，唯有祈禱交託主，終於在其

中一個出口看到十字架標誌，也正是基督教書店的位置指示。 

 

  在汝矣島純福音教會主日崇拜中，我再一次體會到信徒對教會的

尊重，他們聚會裡的態度及秩序，真是藉得我們學習。 

    

  最後，我鼓勵弟兄姊妹親身經歷訪韓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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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神召會差傳事工委員會 

二零零四年四月份—二零零五年三月份財政報告 
 

 

   承上年度結存 206,468.13 

 

      收 入 

1. 差傳奉獻 152,650.00 

2. 差傳經常費 36,613.90 

3. 差傳主日奉獻 4,151.00 

4. 銀行儲蓄存款利息 51.65 

5. 差傳主日義賣小食 1,250.00 

 合計: 194,716.55 

         支 出      

 (1) 奉獻中華福音使命團 3,000.00 

 (2) 奉獻環球電台國際華語事工有限公司 3,000.00 

 (3) 奉獻香港亞洲歸主協會有限公司 2,500.00 

 (4) 奉獻福音證主協會(中國福音事工) 5,000.00 

 (5) 奉獻屯元區院牧事工委員會 8,000.00 

 (6) 奉獻中國神學研究院 6,000.00 

 (7) 奉獻香港青年歸主有限公司 2,500.00 

 (8) 奉獻中國宣道神學院 6,000.00 

 (9) 奉獻以利亞植堂使團 20,000.00 

(10) 奉獻天梯使團 8,000.00 

(11) 奉獻影音使團有限公司 3,000.00 

(12) 奉獻梁志威、賴慧儀夫婦生活津貼 5,000.00 

(13) 津貼白灣堂傳道人黎洪亨生活費(1 月/04-3 月/05) 2,125.00 

(14) 津貼白灣堂傳道人陳惠民生活費(1 月/04-3 月/05) 4,532.00 

(15) 支白灣八叔(黎元素)醫療費 2,830.00 

(16) 奉獻潮州、白坭、廣寧等教會堂費、廣寧、赤坭新華(獻堂奉獻) 

 3,016.00 

(17) 津貼差傳行程之費用 3,889.00 

(18) 津貼領隊、同工團費 1,640.00 

(19) 支廣寧、潮汕、赤坭新華等之行保險費 1,8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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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津貼劉禮明同工赴廣寧、佛山、潮汕、白灣、等教會車費及 

    來回羅湖之交通費、食宿、IDD 及神州行電話等費用 877.00 

(21) 致送書本予國內兄姊 ( 三本 ) 34.00 

(22) 支放大鏡一面 18.00 

(23) 支差傳主日講員交通費 500.00 

(24) 支差傳主日義賣食物 450.00 

(25) 支款待九位內地傳道人午膳 700.00 

(26) 支接載九位內地傳道人車資 535.00 

(27) 支贈送九位內地傳道人羊毛外衣 495.00 

(28) 支財務費用及利息透支 101.00 

 

 

 合計: 95,585.20 

 

 

 

收支比對 194716.55 <收入> 95,585.20<支出> 

本年度盈餘 99,131.35 

上年度盈餘 206,468.13 

      結存 305,599.48 

 

 

 

差傳戶口：(1) 來往戶口 2,103.47 (截至 31/3/2005) 

          (2) 儲蓄戶口 300,302.01 (截至 31/3/2005) 

          (3) 多給謝美群 1,000.00 

          (4) 17/2 行程預支所餘之現金 2,194.00 

 

 

總結存 305,59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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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年度差傳事工財政預算 
 

收入:差傳奉獻 132,000.00 

 教會堂費 1%撥入 18,000.00 

 合計 150,000.00 

     

支出:中國福音事工 

 國內建堂,修堂事工 115,000.00 

 奉獻國內教會 5,600.00 

 資助國內傳道人生活費 10,000.00 

 國內培訓  (雲嶺,沙口,白灣,樂昌,廣寧,浛洸) 4,000.00 

 探訪中國教會路程津貼 8,000.00 

 交通保險費 2,400.00 

 雜  項 5,000.00 

合      計 150,000.00 15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