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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徹斯特華人基督教會 2017 年年報（中文版） – 修訂 

 

頁數 錯誤 修正 

封面 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年報 二零一七年年報 

1 英文堂報告  英語堂報告 

2 11. 接納主任牧師、執事會主席、各

堂委及部門的報告 

11. 年報修訂；通過二零一六年週年會員大會

會議記錄和二零一七年普通會員大會會議記

錄；接納年報內的報告 

 12. 曼徹斯特華人基督教會架構重整

報告 

12. 教會會章修訂報告 

10 英文堂報告   英語堂報告 

第 2 段 當中包括聖誕聖詩崇拜、在十二月份

及四月份舉行的浸禮主日、農曆新年

唐人街攤位佈道事工、孤兒院籌款、

母親節父親節活動、向露宿者傳福

音、春令會、宣教週專題活動、學習

向回教徒傳福音等等。 

當中包括聖誕聖詩崇拜、在十二月份及復活

節舉行的浸禮主日、農曆新年唐人街攤位佈

道事工、農曆新年佈道主日、為 H2O 孤兒

院籌款、母親節父親節活動、向露宿者傳福

音、春令會；宣教週有 World Horizon

的分享，由 WEC 教導向回教徒傳福音；還

有很多其他的活動。 

第 5 段 也感謝多位我們多位到英語堂講道的

弟兄姊妹。 

也感謝多位英語堂和粵語堂的講員來臨証

道。 

13 12:07 歡迎及敬拜 

12:20 牧師致詞 

12:37 祈禱 

12:48 財政報告及二零一六年度帳

目 

1. 歡迎及敬拜 

2. 主任牧師致詞 

3. 祈禱 

4. 財政報告及二零一六年度帳目 

14 通過二零一六年度帳目 

13:08 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預算 

5. 通過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帳目 

6. 二零一七年度預算 

預算: 2017 年預算將定於相近水平

（£174，000）。期望收入能夠達

到£210，000 較往年高，為聘請更

多同工作預備；支出較預算低，而收

入則較往年高。 

刪去：較往年高，為聘請更多同工作預備；

支出較預算低，而收入則較往年高。 

 

 

 £15，000 為修葺 100 

Yarburgh Street 教會中心的預

算 

£15，000 為更換 100 Yarburgh Street 教會中心

屋頂的預算 

15 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預算 

13:35 特別議案 -委任主任牧師 

13:40 特別議案 -委任教會長老 

13:44 委任教會財政 

13:48 教會執事/職員選舉 

13:55 通過二零一五年週年會員大

會及二零一六年普通會員大會會議記

錄和修改 

7. 通過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預算 

8. 特別議案–保留主任牧師 

9. 特別議案 - 委任教會長老 

10. 委任教會財政 

11. 教會執事/職員選舉 

12. 通過二零一五年週年會員大會及二零一六

年普通會員大會會議記錄和修改 

第 8 項 加入： 議案以絕大多數票獲得通過。 

第 9 項 執事會動議委任潘雅韵醫生作教會主

任長老，會員以暗票形式進行表決。 

執事會動議委任潘雅韵醫生作教會長老，會

員以暗票形式進行表決。議案以絕大多數票

獲得通過。 

第 11 項 加入： 所有候選人皆獲得絕大多數票當選。 

16 13:59 建堂計劃報告 

14:15 週年會員大會在下午二時十

五分正式結束。 

13. 建堂計劃報告 

14. 二零一六年週年會員大會正式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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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3 曼城華人基督教會架構重組 - 

英文堂，由洪榮雄長老解釋 

全部刪除 

第 3.2 項 及收到一些委托提名信條。 及收到一些授權代理人投票的信條。 

第 4.1 項 教會文書（鍾怡安姊妹）概述曼城華

人基督教會的架構重組建議…為著達

成我們將曼城華人基督教會改為慈善

組織機構（CIO）的意願，我們我們

的意願需要在與符合“慈善條例”規

定的要求上作出平衡。 

教會文書（鍾怡安姊妹）概述曼城華人基督

教會的架構重組建議，由洪榮雄長老翻譯…

為著達成我們將曼城華人基督教會改為慈善

組織機構（CIO）的意願，我們需要在與符

合“慈善條例”規定的要求上作出平衡。 

18 5.2 總票數 – 128 票（107 名出

席加 21 名委任提名） 

5.2 總票數 – 128 票（107 名出席加 21 名授

權代理人投票） 

第 5.3 項 根據“會章”章程規定，大會之後會

公佈選舉的結果 

根據“會章”章程規定，大會之後會公佈選

舉的結果。重新委任長老的議案以絕大多數

票獲得通過。 

20 委任成員: 

郭寶強弟兄 (由 2017 年 4 月開始) 

委任成員: 

李承剛弟兄 (至 2016 年 12 月底任期屆滿) 

郭寶強弟兄 (至 2016 年 12 月底任期屆滿，由

2017 年 4 月重新委任) 

21 英語堂:夜晚 7:15 崇拜 

佈道聯絡: 黃世忠弟兄 

英語堂:夜晚 7:15 崇拜 

佈道聯絡: 黃世忠弟兄 (至 2017 年 9 月離任) 

23 Altrincham 堂核心小組 

主席: 丁洪志弟兄 

Altrincham 堂核心小組 

主席及成人主日學堂委: 丁洪志弟兄 

24 兒童及青少年部: 聖經班領袖 

何嘉俊弟兄 

兒童及青少年部: 聖經班領袖 

潘樂源弟兄 (至 2017 年 7 月底離任) 

何嘉俊弟兄 (由 2017 年 10 月開始) 

25 宣教部: 佈道聯絡: 英語堂 

李俊成弟兄 

宣教部: 佈道聯絡: 英語堂 

李俊成弟兄 

黃世忠弟兄 (至 2017 年 9 月離任) 

A1.4 附錄 1 - 會員名單: English 

Congregation 英語堂: 

刪去：9 CHEN Lin Wei, John 

  以下會員轉入「教會之友」的名單:  

24 LAU Thomas 

40 ONG Samuel 

51 TSE Helen 

56 YAU Angela 邱允芝 

A1.9 New Membership List & 

Membership Date 

New Membership List & Membership Date 

新加入會員名單和入會日期 

 Mandarin Congregation 國語堂 加入: 

CHEN Nancy Hai Qun 陳海群姊妹: 10/12/2016 

(Baptism Date 浸禮日期: 19/03/2015) 

WANG Mei Lan 黄美蘭姊妹: 10/12/2016 

(Baptism Date 浸禮日期: 19/03/2015) 

DU Xiu 杜琇姊妹: 11/02/2017 (Baptism Date 浸

禮日期: 21/11/2005) 

A2.2 Plans for the future: 

We are thankful that the 

increase in offerings allowed 

us to expand our staff. 

We are thankful that the increase in 

offerings allows us to expand our 

staff. 

Structure,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The charity co-operates with 

other churches in the 

Manchester area as a member 

of Network, and also 

supports the work of United 

The charity co-operates with other 

churches in the Manchester area as a 

member of the Evangelical Alliance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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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ity 

2.4 結構、治理和管理: 

本教會作為 Network 的成員,與曼

徹斯特地區的其他教會合作, 同時也

支援 United in the City 的工

作。 

本教會作為 the Evangelical Alliance 

UK 的成員,與曼徹斯特地區的其他教會合

作。 

A2.5 Trustees List 信託人 

J Li 邱李惠霞姊妹 

J Yau 邱李惠霞姊妹 

 S Pan 潘雅韵長老 (Elder 教會長

老 ) (Appointed 1st 

December 2016 二零一六年十

二月一日上 

任)  

S Pan 潘 雅 韵 姊 妹 (English 

Congregation Co-ordinator

英 語 堂 執 事 )(until 30 

November 2016 至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三十日) 

合併為: 

S Pan 潘雅韵長老- English 

Congregation Co-ordinator 英語堂執

事 (until 30 November 2016 至二零

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Elder 教會長老- 

appointed 1st December 2016 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一日上任  

 K R Lau 劉 健 志 牧 師  (Senior 

Pastor 主任牧師) 

Kim Robert Lau 劉健志牧師  (Senior 

Pastor 主任牧師) – Sabbatical leave 

from May to November 2017 安息年
假由 2017 年五月開始至 11 月結束 

A2.7 Approved by the Trustees on 

11 November 2017 

Approved by the Trustees on 13 

October 2017 

A2.14 Note 4: explanatory text 

beginning “The property 234 …” 

and ending “value of the 

property”  

 
注釋 4: 位於 234 Kings Roads 物

業是在 1980 代末期被捐贈給教會

的，當時教會並沒有正式為這幢物業

進行估價。信仛人於 2016 年 9 月

30 日進行估價,這估值是根據最近在

類似地區所出售的物業而推算出來

的。 信託人相信於 2016 年 9 月 30

日的物業估值,與帳目內所列出的價

值並無重大分別。 

 
8 Cable Street, Manchester 的物

業估價是由 Edward&Co 測量師於

2013 年 2 月 8 日進行的。在年底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年結賬目中，

信託人包括了這物業的 41 萬英鎊估

值，而帳戶反映了價值的縮減。 該

物業於 2016 年 12 月 23 日售出,售

價為 42 萬英鎊。年結帳目已被調

整，來反映物業資產的價值。 

Please read: 

“The property 234 Kings Road, 

Chorlton was donated to the church in 

the late 1980’s but no official 

valuation has been completed for this 

property. In this year’s accounts 

adjustments have been made to 

reflect the changes in property values 

since the time of acquisition of our 

properties.   
位於 234 Kings Roads, Chorlton 的物業

是在 1980 代末期捐贈給教會的，當時教會

並沒有正式為這幢物業進行估價。在本年度

的帳目內，進行了一些調整，來反映自獲得

這物業以來，物業價格的差別。 

 

A revaluation of freehold property 234 

Kings Road, Chorlton was carried out 

by the trustees on 30th September 

2016. Based on knowledge of a recent 

sale of a property in a similar area the 

surveyors valued the property at 

£325,000. The trustees believe the 

value of the property as at 30th 

September 2016 is not mater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value included in 

these accounts.  

信仛人於 2016 年 9 月 30 日對位於 234 

Kings Roads, Chorlton 的物業進行估價，

估值是參考當時在相近地區一所售出的物

業，該物業測量師的訂價是£325,000。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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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人相信於 2016 年 9 月 30 日的物業價值,

與帳目內所列出的價值並無重大分別。 

 

A revaluation of freehold property 8 

Cable Street, Manchester was carried 

out by Edwards & Co Chartered 

Surveyors on 8th February 2013 for 

the trustees. At year end 30th 

September 2014 the accounts 

included a valuation of £410,000 for 

the property and the accounts 

reflected the diminution in value. The 

property was sold after year end on 

23rd December 2016 for £420,000; 

the accounts have been adjusted to 

reflect the value (including 

improvement costs - £435,538) of the 

property at the time of disposal. 

8 Cable Street, Manchester 的物業估價

是由 Edward&Co 測量師於 2013 年 2 月 8

日進行的。在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年結帳

目中，信託人包括了這物業的 41 萬英鎊估

值，而帳目反映了價值的縮減。這物業於

2016 年 12 月 23 日售出，售價為 42 萬英

鎊。帳目已作調整，包括成本改善為

£435,538，來反映物業在賣掉時的價值。 

 

A re-valuation of the leasehold 

property, 100 Yarburgh St. was also 

carried out and the surveyors 

reported the value as £200,000.” 
100 Yarburgh St. 的物業亦進行了估價，

測量師的估值為 20 萬英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