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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週年大會議程 

 

日期：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時間：中午十二時正 

地點：Brunswick 教會, Brunswick Street, Manchester. M13 9TQ 

 

大會議程 

12:00pm 歡迎及致歉 

12:05pm 敬拜 

12:15pm 主任牧師致詞 

12:30pm 祈禱 

12:40pm 

財政報告及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帳目 

通過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帳目 

12:50pm 

二零一九至二零年財政預算 

通過二零一九至二零年財政預算 

1:00pm 特別議案：重新委任教會長老 

1.05pm 委任教會財政和教會文書 

1:10pm 教會執事/職員選舉 

1.15pm 

通過二零一八年週年會員大會及二零一九年普通會員大會會議的記錄

和修改 

接納主任牧師、執事會主席、各堂會及部門的報告 

1:20pm 建堂計劃分享 

1:30pm 新教會憲章及附則 

1:55pm 其他事項 

2:00pm 結束 

  



 
 

執事會主席報告 – 洪榮雄長老 

 

二零一九年一瞬即逝，再次到達週年會員大會的時間。在過去十二個月中，我們見證

了上帝對曼城華人基督教會的信實。 

 

首先，我們已經成功聘請新的傳道人張萬明傳道和行政主任李惟靖姊妹。我謹代表教

會邀請各位歡迎和認識教會的新同工。再者，在我們的授薪人員和同工團隊中也加入

了宣教士 Mark 和 Zia。另外，韋詩樂傳道被聘請為兒童事工傳道，以更進一步發展教

會的兒童事工。她的事工主要是提供培訓和發展兒童事工的同工。讚美主的信實和供

應，讓我們繼續禱告並支持各同工的事工。 

 

透過年報的財務報告和帳目，能看到上帝信實的供應。 我附和使徒保羅的宣告：“我

的神必照祂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們 (我們) 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 

在接下來的 12-18 個月中，祂將繼續保守和供應，好讓增加更多同工的曼城華人基督

教會服侍祂的國度。 

 

然而，我們在建堂計劃中卻遇上挫折。在 2019 年 6 月的普通會員大會中，邱國強弟兄

和劉牧師向我們彙報了曾有三次失敗的物業投標。主使我想起了以下的經文，在我心

中說: 【那時，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薩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並剩下的百姓，

都聽從耶和華他們神的話和先知哈該奉耶和華他們神差來所說的話。百姓也在耶和華

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華的使者哈該奉耶和華差遣對百姓說：「耶和華說：我與你們

同在。」 耶和華激動猶大省長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和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

並剩下之百姓的心。他們就來為萬軍之耶和華他們神的殿作工。】﹙哈該書 1:12-14﹚ 

 

作為上帝的子民，我們需要真正的合一，敬畏耶和華和順服祂的旨意。 祈求教會和執

事會因在主裡合一，並渴望順服主，能得出一個尋找和購買物業的策略。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就是教會新憲章的審閱。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我們最終將可

在本年度的週年會員大會上投票通過接納。 新憲章審查小組一直不懈地努力，以確保

我們現在擁有中英文的最新版本。 感謝上帝的帶領，給予教會一份新憲章，希望它將

協助我們能夠在未來日子中順利地發展，成為有多個堂會的教會。 

 

前面的日子，讓我們忠心的事奉主，用愛心宣講福音的真理。祂將建立祂的教會，我

們是祂的子民，祂真正地住在我們中間!  



 
 

主任牧師報告 – 劉健志主任牧師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

邊。】詩篇 23:1-2 

我們是有信仰的人嗎？我們會立即回覆“當然，是的！問這個問題多奇怪啊。” 可是，

在我們個人和教會的日常生活中，我們的態度和行為常常指示著相反的答案。我們對

信仰概念的混淆，認為信仰只是對我們所信之事的闡述，而缺乏對永活的上帝的真正

信任，上帝看顧我們就像父親看顧他的孩子一樣，更何況祂與我們在地上的父親不同，

祂是大有能力的！如果我們常有這樣的信任，我們將永遠不會焦慮，痛苦或抱怨。就

像小孩子知道父親會看顧一切，而繼續愉快地玩耍一樣。如果我們有這樣的信任，那

麼在前行的路上無論遇到或大或小不幸的事，我們都會處之泰然。 

回顧過去一年，我何等的肯定，我們的上帝是信實的。去年的這個時候，我們充滿了

不確定，而今天我們看到了上帝如何看顧並帶領我們進入新的草地。現在，我們的四

個會堂都在上年度會員大會之前我們沒計劃，也沒能想像過的地方聚會。起初，他們

雖然經歷了挑戰和迷茫，但現在確實證明這些都是上帝的子民可以安定下來，並宣講

福音的地方。各堂會眾人數都有實質的增長。我們再次看到，上帝的拔起和分散是為

了祂教會的增長。我們中間依然有不少人仍然感覺不安定和迷茫，那我們就必須問一

下：“我們的信仰在那裡？”。如果上帝帶領我們到了這裡，那就有祂的目的，為了

彰顯祂的榮耀，亦為了我們的喜樂與平安。還是我們要說上帝實際上是軟弱無能的，

本質上不是上帝麼？ 

同樣地，在過去的兩個月中，三名新的同工（其中一名將會上任）也加入了我們。過

往幾年的招聘一直毫無結果，今年主賜予了我們大量的應徵者。我再次注意到，這是

在當我們不再試圖實現自己的意思，而是向上帝敞開，接納祂的賜予和祂希望我們前

進的方向時才會發生的。當我觀察到粵語事工的增長，並不禁想知道上帝要他們朝那

個方向前進。粵語事工的弟兄姊妹應該抬起頭來，仔細察驗上帝的作為。主已開始集

結祂的大軍，你們的心應準備跟隨主一起快速前進！ 

因此，我們便要思想一個我們很少談論的話題-金錢。更多的同工意味著更多的支出。

當前同工團隊的擴充是需要通過增加奉獻來支持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希望繼續

增加同工來負責所有我們想要建立的事工，我們的奉獻便需要有更大的增長。我們鼓

勵所有會員作出十一奉獻﹙將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獻教會﹚，並在可能的情況下註冊為

捐贈退稅﹙Gift Aid﹚。當然，這並不是要求會員一定要這樣做，但我們希望每位會

員都認同十一奉獻是合乎聖經和適當的。一個 500 人的教會，人人都作出十一奉獻，

他們是可以輕鬆地支持一支擁有 25 個同工的團隊！            



 
 

財政報告 – 吳錦龍弟兄 

 

本年度教會的日常奉獻總收入為 320,313 英鎊，與上年度相比差不多，此數據包括了

從稅局獲得的 gift aid。總奉獻收入的數據顯示出本年度比上年度稍微減少了。盈餘的

出現主要是因為教會還沒有聘請預算中的新同工。由於崇拜地點的更改，租金成本低

於預算。由於教會和榮業行簽署了一份為期五年的租約，租用教會辦公室，因此律師

費遠高於預算。在「預算」頁可以找到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9 月各堂會的日常奉

獻细目。 

教會租了幾個地方來進行主日崇拜和其他事工，這已成為帳目開支中一個大的部分。 

我們今年修訂了員工薪金的結構，提供了更靈活的方法來調整薪酬和聘請新同工。在

與教會三年的聘用合約到期後，鄭天鳴傳道已於 2018 年 11 月離任。之後，我們繼續

向他提供了六個月的財務支持。 

教會繼續支持其他的機構，特別是在有緊急需要的時候。教會週年紀念的崇拜奉獻已

全部通過救世軍捐贈給受颶風伊代影響的災民。在英語聖誕詩歌的崇拜中收到的奉

獻，便是用來支持曼城的食物銀行(food bank)。去年，教會註銷了給北英倫春令會提

供的 2,500 英鎊借貸，但後來春令會已成功解決了其銀行帳戶的問題，所以，2,500 英

鎊亦已全數退還給教會。 

在來年的預算中，我們必須提高收入水平以符合預計的支出。我們預期有一些新的同

工會加入教會，因此，不得不增加職員薪俸的預算。經過了十二個月為教會各堂租用

了不同的場地後，現在已能夠更準確分配租金項目的資源。因此，租金的預算比去年

下降了。總括而言，我們需要設定一個可以滿足需求的預算。 

2018/19 的財務報表及 2019/20 的預算報告可以在附頁找到。 

願主繼續賜福我們每一個人，並在祂的事工上賜予我們智慧。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詩篇 24:1  



 
 

行政部報告 – 鄧樺謙弟兄 
 

在二零一九年，行政部進行了共五次的會議，商討不同的事項。行政部成員包括：祈

仁耀長老、劉健志牧師、鄧樺謙弟兄、吳錦龍弟兄、Amanda Teng 姊妹、劉君輝弟

兄、陸浩斌弟兄和高佳慧姊妹。各成員都盡心盡力地為教會工作，使教會能順利正常

地運作，及使教會能乎合法例上各項的要求。 

英語家庭堂文書高佳慧姊妹負責處理會議記錄以及各樣堂會文書的工作。網站管理員

薛祈豐弟兄繼續負責網站管理和資訊更新。按《數據隱私和保護條例》所要求的，饒

子聰弟兄接受擔任數據保護專員一職。 

吳錦龍弟兄在行政部事奉了多年，為教會財務上與劉君輝弟兄和林浩然弟兄盡心盡

力。他決定在下年度不再接受委任當教會財政，我在此多謝他無私的事奉。 

粵語永恩堂總務陸浩斌弟兄和英語 7:15 堂總務 Amanda Teng 姊妹為行政部與其堂會

重要的聯繫，確保堂會的主日崇拜有充足的場地準備和物資。 

今年四月教會新辦事處於榮業商業中心內設立，為各堂事工及團契小組提供一個位於

市中心附近的場所。行政助理饒義成弟兄現在於新辦事處工作，並會定期匯報教會中

心的情況。九月份，在多名粵語兩堂的弟兄姊姊幫助下，教會中心正堂的舊光管已更

換成為新式的 LED節能光管。 

隨着教會事務日漸增加，我們聘請了一名行政主任來妥當地管理教會所有行政事宜，

使教會能順利運作。我們亦僱用了人事公司和電腦科技公司，便我們能夠更有效地聘

請新同工和應付對電腦科技的需求。 

我們感謝主能夠以合一的心在不同的崗位，不論工作的大小一同事奉，願將榮耀歸於

全能的主。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馬

書 8:28﹚  



 
 

兒童及青少年部報告 - 郭志忠牧師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 

讚美主賜給曼城華人基督教會主日學一切的祝福，特別是當我們搬到在 Didsbury 的 Barlow 中學，

不單很快便適應新環境，而且利用增加了的地方，更有效於事工的進行。亦感謝我們的教師、領袖

和同工為這事工付出的努力，總共有超過 60 位的義工參與事奉。 

上一個學年 2018/19，中文班的學生人數由 150 人下降至 120 人。部份舊同學因為我們搬了地方而

轉校，另外亦因我們不再提供高級程度考試班而人數下降。但是，過去一年是我們歷年收取最多新

同學的一年，所以，教會亦接觸到較多的新家庭。我們首次在中文班內播放聖經故事和短片，亦提

供了一篇學校祈禱文給老師和同學們在課堂中禱告之用。這些新的開始，都是為了讓我們每一位同

學都有機會，不單學習中文，更是認識聖經。雖然今年的中文公開考試加深了難度，但我們的同學

仍能考取到很好的成績，近半數同學考取到最高 9分的佳績，其餘的同學亦考取到 6分以上的良好

成績。 

在中文班的時段，家長會繼續為家長們提供各種活動和講座，而由於學校有一運動場，家長會首次

開始了羽毛球組。這樣，更多家長願意留下來，弟兄姊妹便把握機會與家長建立關係，並向未信主

的家長傳福音。 

聖經班引入了新規則來減低聖經班因人手短缺而對老師造成的壓力。聖經班的人數減低到 47 人，佔

中文班這年齡組別人數的 45%。我們亦將聖經班減至三班，十二歲或以上的同學會參加華少團。這

安排大大減輕了聖經班老師的壓力，並且提供空間，培訓弟兄姊妹成為新的聖經班老師。多謝聖經

班老師們的辛勞，每一位參加聖經班的同學都十分喜歡每次的課堂。 

我們亦引入了一個每月一次，由粵語午堂帶領的家庭崇拜， 而聖經班則暫停一次。這個新的家庭崇

拜是鼓勵家長與子女一起敬拜上帝，亦透過一起學習聖經，建立父母與子女的親子關係。家庭崇拜

通常有 20 至 30 個家庭參加。我作為一位父親，我珍惜每一次與孩子一起敬拜上帝的機會。 

華少團降低了參加者的年齡限制到 12歲或以上，這是與其他青少年營會的年齡組別看齊，如 yNEEC, 

PHAT camp 等等。華少團約有 30人，其中一半是中文班的同學。由於我們不再辦高級程度考試班，

我們便鼓勵畢業了的同學回來當助教，因此，我們一些畢業生不單回來幫助教中文，學以致用，更

方便他們參加華少團。多謝我們經驗豐富的青少年領袖，幫助堅固年青人的信仰。今年就再有兩位

年青人接受浸禮。 

自從主日學與粵語午堂使用同一地方，我們便有更多的合作，更有效發展本地家庭事工，如聯合聖

誕慶祝和聖誕詩歌崇拜，家庭崇拜運動日，畢業崇拜等等。 

在新一個學年 2019/20，主日學會繼續租用 Barlow 中學作為場地。而新的兒童事工傳道韋詩樂姊妹

的加入，我們期望教會整體各堂的兒童事工能更有效地發展。 

  



 
 

宣教部報告 – 劉健志主任牧師 
 

今年各堂會都有代表加入宣教部，這樣促成了各堂會在我們今年的宣教活動中有更平

均的參與。特別是在農曆新年期間，我們在兩個地點都設立了攤位，除了我們慣常在

唐人街的攤位外，整個週末，各國語堂會都在阿爾伯特廣場﹙Albert Square﹚經營

另一個攤位。這兩個攤位都提供了精簡地分享福音的機會，參加的成員也都因這次經

歷而深受鼓舞。 

雖然我們所參與「餐福」在 Barrow 地區的宣教活動已經暫停，但我們擴展了歐洲地

區的聯繫。我們現在積極支持巴黎和柏林的教會的宣教事工，定期收到他們的代禱

信，我們將會鼓勵教會定期在各堂會和教會祈禱會中，為我們在巴黎和柏林的肢體禱

告。我們正在與巴黎的教會討論，可能在不久的將來進行一次粵語的短宣。 

由於我們所支持的宣教士從工場上退下來，並加入成為教會的同工，我們教會所支持

的宣教士人數便減少了。因此，我們很高興能夠支持我們的前傳道人江翊萍姊妹到中

東作宣教士。雖然我們在經濟上對她的支持微少，但我們整個教會都會特別為她和她

的事奉禱告。 

我們很高興地注意到，我們的會眾更積極地在其所處的社區中以不同的方式進行佈道

工作。各堂會透過不同的方法去接觸社區，有些藉着傳統的探訪工作；有些通過不同

的活動來邀請朋友和同事，包括：節日的慶祝（如聖誕節、農曆新年、復活節），浸

禮；有些參加在曼徹斯特地區基督徒組織的活動。如果我們有薄弱的環節，那可能就

是在工作場所，我們需要找到方法去裝備會眾，使他們能在工作場所中，更有效的傳

福音。  



 
 

粵語永恩堂報告 – 鍾瑜榮弟兄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希伯來書 11:1﹚ 

對於我們的會眾來說，這是令人振奮的一年，因為我們在一月份已成為一個獨立粵語

堂會。這種轉變使我們的弟兄姊妹專注於我們的長處，並通過我們會眾能夠開展的活

動而廣傳福音，例如去中式超級市場派單張和在唐人街唱詩歌。我們讚美我們的主迄

今為止所做的轉變，並期待著下一個挑戰。還有，我想強調，因堂委會的辛勤工作，

使堂會在這一年中保持平穩運行，願我們的主賜力量和智慧給他們，在未來的日子為

會眾服務。 

我們主日崇拜的出席人數全年持續約九十人左右，而在夏季，因為沒有教會主日學的

關係，人數會比較多。在九月份第一個主日，我們慶祝早堂崇拜十周年的記念，這是

永恩堂的里程碑。那天我們有大約有一百三十人出席，其中至少有十人是沒有到過我

們聚會的嘉賓。我們當天預備了頗特別的崇拜項目，向賓客們展示我們在教會的活

動，包括唱歌小組，讚美操和粵劇福音等。賓客們對在教會裡可以進行的各種的活動

感到驚訝。我們繼續祈禱，讓我們有更多的活動和機會去分享耶穌的好消息。再次讚

美主在過去十年中給予的恩典，使會員人數得以增加，靈命增長，並通過不同的事工

發展去擴展神的國度。 

當我們在救世軍的總部安頓下來時，我們傳播福音的使命就再度活躍起來。我們在唐

人街與宣教部做了一個夏天街頭佈道。除此之外，我們在今年舉行了三次福音聚會。

我們再次向主祈禱，求主使我們的工作能將榮耀祂的名。 

我們在七月設立了新的男仕/弟兄團契，我們會繼續為這個團契的發展祈禱。我們也

發現，在過去的六個月中，我們發現一個趨勢，就是新來教會的朋友都是那些即將退

休或退休了的人，他們傾向參加我們的聚會，主要是因為他們不需要教會主日學的服

務。我們的歡迎小組會以這些人為目標，發展一些事工去讓他們融入我們的堂會。 

還有很多可以和你們分享的，但篇幅有限, 我們鼓勵你與我們的會眾交談，分享我們

的異象和需求，然後為我們的發展祈禱。  



 
 

粵語午堂報告 – 張翁慧玲姊妹 
 

當我們回顧過去的一年，心中實在充滿了感恩和讚美。在 2018 年夏季, 我們得知不

能夠再租用 Divine Mercy 小學舉辦中文學校和聖經班。讚美上帝！通過祈禱並尋求祂

的指引，我們在 Didsbury 找到了合適的 Barlow 天主教中學。對我們會眾而言，最具

挑戰性的決定-就是將我們午堂的崇拜也移師到學校進行。我們感謝主，不僅我們可

以繼續舉辦中文學校和聖經班。由於空間充裕，我們也開始建立新的事工。在中文班

上課時間，在大體育館設有羽毛球小組，在小體育館設有家長聚會，讓中文班的家長

參與。在飯堂有每月一次的家庭崇拜，為有小孩子的家庭提供了一個有趣而愉快，大

家一起敬拜的時間。在十二月中，我們在禮堂舉行了慶祝聖誕節崇拜，有 200 多人參

加，當中包括很多中文班學生及其家人。我們也看到青少年組的增長，現在有 30 多

名青少年人定期參加聚會。 

我們要感謝上帝！在 2019 年 8 月，中文會考班學生在更嚴格的新課程考試中都取得

了出色的成績。所有人都達到 6 分或以上，其中 47％拿到了最高的 9 分。 

由於最近香港社會的動盪，我們可以看到大量來自香港的新移民。在過去的一年中，

大約有 8個新家庭參加了我們的崇拜，當中有一些是還未信主的。求主讓我們可以繼

續與這些家庭接觸成為朋友，願他們能與我們一起在神的大家庭中成長。 

最後，我們的郭牧師於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放了安息年假。祈求主使他在基

督裡得到更新及重新得力，並繼續帶領我們與上帝更加親近。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羅馬書

28：8﹚  



 
 

英語家庭堂報告 – 劉健志主任牧師 

 

英語家庭堂委會有數個職位空缺，當中包括主席。儘管如此，其餘的領袖仍保持著堂

會的運作。雖然堂會中的一些會眾沒有在堂委會任職，他們也承擔著重要的職責。 

本年度的英語聖誕詩歌崇拜是由家庭堂會負責，再一次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活動，有很

多會眾的朋友和同事前來參與。儘管所有人都很享受家庭堂的耶穌誕生崇拜，我們仍

需廣泛宣傳，鼓勵更多的家庭參加。在新年期間，家庭堂的會眾也參加了在唐人街舉

行的農曆新年佈道，我們希望未來會有更多人參與。過去一年以來，家庭堂一直支持

本區的一個食物銀行﹙food bank ﹚，收集食物，並將食物運輸到食物銀行。會眾也有

出席支持食物銀行的各種活動。 

在過去的六個月內，家庭堂嘗試了新的崇拜形式，以鼓勵會眾通過各種活動來探索聖

經真理。目的是讓整個堂會，無分老幼，都一起敬拜、祈禱和學習。這帶來了截然不

同的崇拜形式，現時我們正處於評估階段， 所以在未來的幾個月回復傳統的形式。 

總括而言，家庭堂處於探索階段，正尋求最好的方法來實現其堂會的宣教異象，也就

是成為接觸各年齡階層的家庭堂會。 

 

  



 
 

英語 7:15 堂報告 – 潘雅韵長老 

 

2019 年是 7:15 的「成長之年」。我們的主日崇拜地點從 The Studio 搬到 Nexus Art Cafe。

新場地雖然不同以往的格式，但也為上帝的榮耀而被使用。主使參加的人數增加。平

均每週有 50 多名會眾，當中有年輕人、大學生，以及長期沒有返教會的第二/第三代

的華僑子弟。 

信徒數目增長與集體和個人屬靈成長令人感到鼓勵。我們謙卑的見證了上帝的大能，

因我們所能做的和所付出的都是那麼少。 

在這年度中，我們的團體生活一直專注於聖經的話語、祈禱、崇拜和團契。 

在今年的第二季度，我們重組了我們的團契小組，現在有三個小組，分別位於大曼城

區的三個地點：市中心，南部和東北部。我們完成學習了主禱文的系列，目前正在研

讀帖撒羅尼迦前書。 

我們希望禱告將成為 7:15 團體的「心跳」。為了鼓勵會眾參與集體禱告，我們把每月

在教會辦公室舉行的禱告聚會改為在團契小組中進行，因而有穩定的人數參加禱告聚

會。在 2019年 9月的全國禱告週末的第一日，我們在曼城不同地方祈禱行，第二天，

我們聚集在一起為我們的城市祈禱。 

我們繼續鼓勵和動員會眾，不僅通過歌唱敬拜神，還要通過事奉敬拜。我們舉辦了一

個工作坊來幫助會眾探索各種參與事奉的方法，例如帶領崇拜，操作音響系統，參與

敬拜團隊等等。 

今年 7:15 堂退修會於八月份的公眾假期的週末在 Quinta 舉行，林保羅牧師應邀來作講

員，主題為《在現實世界中的正確生活態度》。退修會有眾多弟兄姊妹熱烈地參加，

主題的神學內容發人深省。在教會暑期的安息月中，我們舉行了兩次有關現代性觀念

的講座。 

我們很興奮地期待著上帝繼續牧養和使用我們 7:15 堂這個大家庭。  



 
 

國語堂報告 – 陳建峰弟兄和郭寶強弟兄 

Brunswick 堂 

Brunswick 堂 2019 年度的主题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希伯来书

10:24） 

虽然有着不可预见的因素造成的成员流失，但堂会的领袖团队基本稳定。新设立的数

据隐私和保护(GDPR)合规带领人岗位也得到落实。本年度的一项目标是恢复和建立家

庭小组/团契，为此堂会在各个层面都在持之以恒地祷告。以此为主旨而建立的姐妹

团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通常有一、二十人聚会。由 OMF 宣教士 Mark 和 Zia 主

讲的亲子课程颇受欢迎，甚至吸引了堂会之外的人。堂会每月的祷告会也初步成形，

弟兄姊妹有了一个可以共同为堂会祷告和彼此代祷的平台。 

春节美国校园团契老师们的到访是今年学生团契的一个亮点。在曼城校园传福音的异

象得到了强调，并开始深入人心。为此，学生团契的聚会地点，搬到了位于校区中心

的 University Place。在稍归冷清的暑期过后，学生团契成功地举行了迎新晚会，并吸

引了不少新人来到团契，其中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目前常规的聚会人数大致有 20-30

人。因工作变动回国的原因，现任团长卸任后马上要推选出新一任团长。 

本年度有两名弟兄姊妹完成了浸礼培训课程极其面试，接受了浸礼。另外有几位弟兄

姊妹未能赶上培训课程，有望在明年春季参加浸礼及真理培训。 

堂会儿童主日学事工以儿童人数众多为特色。然而，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11 岁以上

儿童班级教师非常缺乏，高度依赖 Hilda 姐妹。为了鼓励大龄儿童参加到主日的敬拜

环节中，他们组成了一个少年乐队，可以在主日敬拜中发挥作用，并得到属灵操练。

儿童和事工的 GDPR 和 DBS 的合规审核一直在进行当中，以适应教员队伍的变化。 

在市中心的中国春节福音外展活动非常成功。不少弟兄姊妹多次参加了 3 天的活动。

有的福建姐妹虽然不会说英语，但依然凭借着肢体语言招徕了不少当地英国人来到展

台。可以尝试以英语堂为主力，国语堂为辅助，也许更有果效。 

由于各堂反响低调，国语堂连续两年未能举办传统的圣诞文化晚会，因为这种大型宣

教活动靠单一堂会无力承办，必须是国语各堂联合举办才行。这需要一个更高层面的

通盘考虑。 

由于聚会的人员、时间、地点等多种因素，加上缺乏带领，恢复家庭小组查经依然步

履维艰。这成为人们感到缺少归宿感的主要原因，因为许多人没有建立紧密关系的家

庭小组。 

Brunswick 堂所在的英国教会开始了为期 10 年的修缮工程。他们的领袖在主日被邀请

到堂会向会众分享其异象。弟兄姊妹也被鼓励亲其所能，以祷告和爱心行动进行支

持。  



 
 

Altrincham 堂  

1. 2月 8日至 10日农历新年期间，堂会的兄弟姐妹参加了在市中心艾伯特广场﹙Albert Square ﹚

举行的教會宣教任务。  

2. Altrincham 堂会成人主日学于 2019年 2月 22日开始第一次课程。讲员是荣雄长老。 

3. 3 月 3 日儿童主日学校老师培训。讲员是 Hilda 姐妹，主题：如何使教学更轻松，更有趣？如何吸

引孩子们享受主日学？如何与孩子建立良好的关系？ 

4. 3月 23日，我们邀请了基督教华侨布道会（COCM）的李梅慧宣教士进行敬拜赞美培训。  

5. 在 3月 24日 Altrincham 堂会进行了成人主日学第二次课程。讲员是海外校园团契的俞培新老师，

大家一起聚餐。  

6. 在母亲节，孩子们为所有母亲准备了礼物，我们在 3月 31日庆祝了 3月出生的所有兄弟姐妹的生

日。  

7. 荣雄长老主持的“耶稣受难日默想”。我们一起阅读圣经，在 4月 19日进行圣餐，默想和祈祷。  

8. 在复活节星期天，黄乾峰弟兄和杨艳群姐姐接受了受浸礼。我们一起聚餐庆祝。 

9. 一些兄弟姐妹于 4月 13日参加了《数据隐私和保护条例》 GDPR 培训。  

10.为当月出生的所有兄弟姐妹庆祝生日。 

11.OMF宣教团队参加了我们的每月祈祷会，并于 4月 26日分享了他在日本的宣教事工。  

12.4月 27日，十多人参加了 Whalley Range 的 OMF 宣教日会议。 

13.我们的兄弟姐妹参加了 MCCC 53周年庆典。 感谢主，Shirlyn 姐妹为教会特别制做了周年纪念蛋

糕。  

14.5月 4日至 6日，有 6位丈夫和 12位妻子参加了 Whalley Range 的中国家庭营地。  

15.Youth band 在父亲节（16/06/2019）进行了赞美诗歌演奏。 

16.7 月 13 日星期六在 Altrincham 举行了“青年家庭团契”聚会，主讲人为朱义熙牧师，感谢主的同

在，弟兄姐妹有很大的收获。  

17.7 月 14 日周日礼拜后，我们为 Rosie 师母举办了的 85 岁生日庆祝活动，Rosie 分享了主对她的带

领，Mark 及其他弟兄姐妹为主做了见证，会后我们一起用餐。 

18.我们于 7月 20日（星期六）在教会中心举办了第三次成人主日学。朱义熙牧师主讲。  

19.8月没有儿童的星期日学校，所以所有的老师都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家长组织儿童看护。 

20.8月 31日（星期六）在威尔斯的 Holyhead 进行一日游，大约 60人参加了这次旅行。 有不少是慕

道友。 

21.9月 25日，在 St Peter教堂举行的学生迎新活动中，Altrincham 的一些兄弟姐妹参加了该活动。  

22.我们于 10月 6日举办了 Altrincham 堂会成立 5周年年庆，会后，我们一起聚餐。  

23.2019/2020 年在 Altrincham 堂的新的核心小组的提名候选人如下：丁洪志，戴方涛，郭宝强，贺

仁山，李成刚，Shirlyn，肖文峰，谢归艳，杨艳群，周建国，周川吉，选举将于 11 月 3 日举行，

由洪荣雄长老主持。  

24. 亲子课程：11月 9日（星期六）开始，每月一次，共八个讲座，主讲人：Mark 和 Zia。  



 
 

二零一八年曼城華人基督教會週年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日期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廿四日 

時間 中午十二時 

地點    Brunswick 教會 

主席 雷柏園長老 

會議記錄 鍾怡安姊妹 

 

會議記錄 

歡迎及致歉 

• 雷柏園長老歡迎會友出席會員大會及祈禱，洪榮雄長老擔任翻譯。 

• 主席分享腓立比書4:19：神必照衪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裹，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 主席宣布一些會員致歉未能出席。 

• 下午十二時十分已達到法定最低開會人數，主席宣佈會議正式開始。 

 

敬拜 

• 冼錦熹弟兄帶領會眾敬拜。 

 

牧師致詞 

劉健志主任牧師致詞，向會眾分享以賽亞書 48:6-7，鼓勵教會數算上帝帶領教會所建立新的事工。 

 

祈禱 

祈仁耀長老、鍾瑜榮弟兄及高國強弟兄帶領會眾祈禱。 

 

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帳目和財務報告 

• 吳錦龍弟兄講解本年度財政帳目以及財務報告，報告中提及到教會財政狀況良好。 

• 他指出去年的帳目在期限最後一刻才提交，原因是教會的會計師在最後一刻需要我們作出一些

修正。慈善機構監管委員會對此沒有提出任何疑問。 

• 他解釋了流動資產中的債務人總額是本年度向稅局追討的慈善捐款補助，債權人總額是本年度

還未支付的單據。 

• 他解釋了 A2.2頁的奉獻數字，並感謝各兄弟姐姊妹們忠心的奉獻。 

• 沒有人提出對以上帳目的問題。 

 

通過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帳目 

• 提議人：鄧樺謙弟兄，和議人： 

• 會員舉手一致通過以上帳目。 

 

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預算 

 

• 教會財政吳錦龍弟兄介紹了來年度的預算，預算中所需的奉獻為二十五萬英鎊，比去年增加七

個百分比。原因是為了聘請三個新的同工﹝員工總支出為十七萬英鎊﹞和場地租金﹝約十萬英

鎊﹞。如往年一樣，各堂會的預算為一千英鎊。亞歷山大書室支助會從發展事工基金內撥出

﹝六千英鎊﹞。 



 
 

• 沒有人提出對以上預算的問題。 

 

 

通過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預算 

• 提議人：曾蔡麗華姊妹，和議人：林偉成弟兄。 

• 年度預算得到了會員的絕大多數舉手接納 - 沒有反對，四人棄權。 

 

委任教會文書及財政 

• 教會文書沒有被委任的人選。 

• 教會執事會動議重新任命吳錦龍弟兄擔任教會財政。 

• 吳錦龍弟兄暫時離開會議。 

• 會員舉手一致通過了這項委任命。 

• 大會主席代表教會多謝鍾怡安姊妹多年擔任教會文書的事奉。 

 

委任其他教會職員 

• 委任其他教會職員以暗票方式進行。 

 

教會年報修訂和接納2017年度週年會員大會及2018年普通會員大會會議記錄，並主任牧師、執事會

主席、各堂會和部門報告 

 

教會年報修訂和2017年度週年會員大會及2018年普通會員大會的會議記錄 

• 提議者：祈仁耀長老 

• 和議者：羅弘建弟兄 

• 以上會議記錄獲得會員舉手一致接納。 

 

所有年度報告 

• 提議者：陳素安姊妹 

• 和議者：李俊成弟兄 

• 以上會報告獲得會眾舉手通過接納 - 沒有反對，兩人棄權。 

 

會章重寫進度 

劉健志主任牧師作了新會章編寫的進度報告。 

 

建堂計劃進度 

郭志忠牧師作了尋找新堂址的進度報告。 

 

其他事項 

沒有其他事項。 

 

結束 

黃國華牧師為會眾祝福。 

  



 
 

二零一九年曼城華人基督教會普通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日期 二零一九年六月廿九日 

時間 中午十二時 

地點 教會中心 

主席 洪榮雄長老 

會議記錄 高佳慧姊妹 

 

會議記錄 

敬拜 

• 羅智行弟兄帶領會眾敬拜。 

歡迎及致歉 

• 洪榮雄長老分享尼希米記 4:6。尼希米能夠帶領以色列人在短時間內重建耶路撒

冷的城牆，主要因為他們有同一的心思和意念，我們應當學習。 

重新委任黃國華牧師 

• 達到最低法定人數：共 110位會員出席﹙國語=10，英語=21，粵語=79﹚，減去

2 人在投票前已離開。﹙總會員人數：315﹚ 

• 選舉以暗票方式進行，結果會在六月三十日的程序表內公佈。 

重寫教會會章 

• 劉健志主任牧師作了會章重寫的進度報告，新會章和附則的草案已向全教會發

放。 

• 會章草案已經交給律師進行檢視，他認為新會章符合法律的要求。會章的中文

譯本己經完成。當教會會員投票贊成通過後，新會章會提交上慈善機構監管委

員會審批。 

• 中文譯本是由專業翻譯人士負責。雖然有關教會的用詞有誤，但整體上的意思

是準確的。在數月後，更新的版本會修正這些的錯誤。 

• 重大的改動如下： 

• 會員大會的最低法定人數上調至會員總數的百分之二十。(條文 11(5)(b)) 

• 條文 28(2)因不符合法律的緣故需要刪除。 

• 其他修改大都是按照律師的意見而修改的一些字詞。 

• 下一步： 

• 希望能夠在週年會員大會上得到會員贊成通過。 



 
 

• 新會章通過後，教會會向慈善機構監管委員會申請成為慈善法團組織﹙CIO﹚。 

• 當申請成功後，現時的慈善機構﹙曼城華人基督教會﹚將會解散，而所有的物

業資產將會轉移至新的 CIO。 

• 答問時間： 

• 薛偉儀弟兄問：在諮詢過程中小組成員會與各堂會開會商討嗎？在週年會員大

會前將會有多少個會議呢？  

• 劉牧師(答): 如有需要，各堂會領袖會可以安排多個諮詢會議。 

• 鍾山樵傳道問：CIO和現在慈善機構有什麼分別？為什麼要改變呢？有什麼好

處？ 

• 劉牧師(答): 根據英國法律，慈善機構沒有法律地位，教會不能以其名義辦

事，例如，教會中心的租約不是由教會持有，而是教會執事會所持有。劉牧師

不是曼城華人基督教會所聘請，而是由執事會所聘請。每個執事會成員都要一

同承擔教會的債務。CIO 的設立是為了解決這些實際的問題。 

• 邱國強弟兄問：在週年大會前，堂會會眾會有途徑與小組成員商討嗎？ 

• 劉牧師(答): 會眾應首先向堂代表提出，如果有任何疑問是對整個教會有關的，

可以再舉行會員大會去處理，但是要有足夠的法定人數，最少三分之一的教會

會員出席。 

建堂計劃報告 

• 邱國強弟兄代表建堂尋找樓宇小組介紹分享。 

• 小組由各堂會成員組成，包括洪陳麗芬姊妹、鄭家恩弟兄、雷鄭媛姊妹、鍾山

樵傳道、蔣宣揚弟兄、吳錦龍弟兄、駱淑君姊妹、冼錦熹弟兄、曾雋彥弟兄、

周川吉弟兄和邱國強弟兄。 

• 任務是協助建堂計劃去搜尋合適的樓宇，在過程中告知會眾進度和收集意見。 

• 小組組成前，教會領袖已經考慮過多個地點，包括：一個位於 Cheetham Hill

的工廠和一個位於 Miles Platting的商用中心 

• 因為市中心的樓宇需求很大，所以搜尋過程相當困難。而當中有幾個可供選擇

的地方： 

o Victek House (Ardwick Green South, 開價: 四十八萬五千英鎊, 4284 

平方尺) – 被價高者投了 

o 鄰近於 PC World 和 Great Ancoats Street 的一塊土地 – 被執事會否

決了 

o Chichester House (開價：一百一十七萬五千英鎊, 9800平方尺) – 新

式建築物，備有各式各樣設施 – 執事會通過支持投標，但我們出價一百

一十萬英鎊並不成功。 



 
 

o 位於 Longsight 的 Northmoor Road Methodist Church，於二零一八年七

月得知放賣。 (開價: 二十三萬五千英鎊，餘下的業權年期為八百八十三

年。) 起初有十二位投標人，現在我們是餘下的其中一人。若我們成功的

話，我們會：以合理的租金租出中間的地方給現時正在使用中的教會，時

間由上午 9:30 至 11:30，為期最少五年，三年後作出檢討。 

發展教會中心與 234 Kings Road 教會物業 

• 劉牧師向執事會分享了他對現有教會物業的方針，但是執事會沒有機會能夠商

討建堂計劃的整體策略。 

• 劉牧師希望擴建教會中心的崇拜聚會空間，完成後能容納二百人。行政部現在

與市政府商談延長教會中心的業權年期，需在動工前完成。擴建經費大約為五

十萬英鎊。 

• 234 Kings Road, Chorlton 教會物業：由薄復禮宣教士遺贈，現正租給一個家

庭。劉牧師設想將大屋分為兩個單位，一個單位出租提供收入，另一單位可為

外地講員和短期宣教士住宿之用。 

聘請同工進度 

• 劉牧師報告，在年初時，教會招聘了兩名國語同工，可惜申請人最後撤回申

請。現在有另一人申請國語同工一職，我們希望能夠聘請他。 

• 不少人對粵語事工有負擔，有三名申請人申請兩名粵語同工的職位。兩名來自

曼城華人基督教會以外的申請人已經分別在粵語堂講道，我們將會與他們在兩

個星期後進行面試。 

• 現在我們正招募一名行政主任，去負責管理建堂計劃與聘請職員等工作。我們

委派了一間基督教的招聘公司，幫忙招募合適的人選。他們在兩星期內接觸近

了一百名求職者，收到了十份的申請，但是暫時還沒有找到合適的人選。他們

會進行初步的面試，而我們會最後作出聘請的決定。 

聘請下任主任牧師進度 

• 雷柏園長老分享自劉牧師表示打算在今屆的任期﹙約兩年半﹚後，不再擔任主

任牧師一職，執事會已著手為曼城華人基督教會尋找下一位主任牧師。 

• 雷柏園長老相信上帝會帶領，並提供一位主任牧師，具有曼城華人基督教會的

特質：I）作為一個特別注重彼此建立關係的教會，II）專注於宣教使命，希望

通過在曼徹斯特不同的地區建立多個堂會（目前有七個）來向更多人傳福音，

III）每個堂會有高度的自治權，但同時向曼城華人基督教會負責，並且堂會彼

此之間保持密切溝通，IV）我們相信聖靈的工作-我們不提倡，但我們容許自由

的表達，V）我們相信家庭的基本單位是由一對傳統的異性夫婦組成，但我們尊



 
 

重性別平等。他/她將負責牧養、教導和餵養羊群，並傳揚福音和見證。他/她

還將負責帶領曼城華人基督教會的長遠策略，包括帶領其他牧師。他/她亦需要

照顧行政方面。他/她會成為執事會的成員。 

• 雷柏園長老鼓勵教會為尋找下一位曼城華人基督教會主任牧師祈禱，並留意合

適的人選。 

• 李立偉弟兄說，他非常欣賞劉牧師的貢獻，但十分關注到劉牧師現時是兩個英

語堂會的唯一的一位牧師，而目前尚無計劃聘請新的英語堂會牧師。 

• 雷柏園長老指出教會是希望聘請一位英語堂會牧師，但是沒有任何應徵者。 

• 劉牧師澄清他不是退休，只是不再擔任主任牧師一職，他是希望繼續擔任堂會

的牧師。他指出在他本屆任期結束時，他將會擔任了 15年的主任牧師，這比以

往任何人的時間都更長。他亦澄清說，我們確實有計劃聘請新的英語同工，但

是沒有人感興趣。 

祝福、會議結束 

• 黃國華牧師為會眾祝福後，會議結束。 

 

 

  



 
 

二零一九年度執事/職員 

教牧同工/職員 

牧師  

 

劉健志主任牧師 

郭志忠牧師 (二零一九年四月至九月放安息年假) 

黃國華牧師 

長老  

 

洪榮雄長老 

祈仁耀長老 

雷柏園長老 

潘雅韵長老 

傳道  黃林玉香義務傳道 

姚清心傳道 (由二零一九年四月) 

韋詩樂傳道 (由二零一九年九月) 

張萬明傳道 (由二零一九年十月) 

行政主任 李惟靖姊妹 (由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兼職行政助理 饒義成弟兄 

兼職同工 姚清心姊妹 (直至二零一九年三月) 

 

執事會 

主席  洪榮雄長老  

教會文書  (暫缺) 

教會財政 吳錦龍弟兄  

牧師  

 

劉健志主任牧師 

郭志忠牧師 (二零一九年四月至九月放安息年假) 

黃國華牧師 

長老  

 

雷柏園長老 

祈仁耀長老 

潘雅韵長老 

堂執事  

 粵語永恩堂執事 

      粵語午堂執事 

 英語家庭堂執事 

 英語7:15堂執事 

 國語堂執事  

 

邱李惠霞姊妹，鍾瑜榮弟兄  

張翁慧玲姊妹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一日被委任) 

劉健志主任牧師(代任) 

曾雋彥弟兄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離任) 

高寶強弟兄，陳建峰弟兄 

部長  

 行政部部長  

 兒童及青少年部部長  

 宣教部部長  

 

鄧樺謙弟兄  

郭志忠牧師(代任) (二零一九年四月至九月放安息年假) 

劉健志主任牧師(代任) 



 
 

堂委會  
 

粵語永恩堂 

主席及堂執事  鍾瑜榮弟兄  

堂執事及探訪聯絡 邱李惠霞姊妹 

佈道聯絡  羅弘建弟兄 

文書 薛偉儀弟兄 

財政 邱國強弟兄 

總務 陸浩斌弟兄 

佈道聯絡(內部) 李秀賢姊妹 

培訓工作 黃林玉香義務傳道 

教牧同工  黃國華牧師 

 

粵語午堂 

主席及堂執事  張翁慧玲姊妹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一日被委任) 

午堂事工堂委 
冼錦熹弟兄 

譚子良弟兄 

文書 (暫缺) 

財政 (暫缺) 

總務 (暫缺) 

佈道聯絡  (暫缺) 

教牧同工  

 

郭志忠牧師 (二零一九年四月至九月放安息年假) 

雷柏園長老 
 

英語家庭堂 

主席及堂執事 劉健志主任牧師(代任) 

文書  高佳慧姊妹 

佈道聯絡 李俊成弟兄 

總務 (暫缺) 

教牧同工 洪榮雄長老 

祈仁耀長老 
 

  



 
 

英語 7:15堂 

主席及堂執事 曾雋彥弟兄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離任) 

行政 Amanda Teng 姊妹 

祈禱和關顧  溫浩賢弟兄 

佈道聯絡 林偉成弟兄 

歡迎和招待 Helen Tsang 姊妹 

教牧同工 劉健志主任牧師 

潘雅韵長老 

 

國語堂 
常務委員會 
 

主席 洪榮雄長老 

文書 姚清心傳道 

國語堂執事 
陳建峰弟兄 

郭寶強弟兄 

委員會成員 
丁洪誌弟兄 

李承剛弟兄 

教牧同工 劉健志主任牧師 

 

Brunswick 堂核心小組 
 

主席及國語堂執事 陳建峰弟兄 

副主席 (暫缺) 

文書 張小燕姊妹 

財政 劉君輝弟兄 

福建團契堂委 (暫缺) 

宣教事工堂委 張文忠弟兄 

祈禱事工堂委 林小華姊妹 

兒童事工堂委 

官李靜勤姊妹 

趙淼姊妹 

張小梅姐妹 

廚房事工堂委 余玲姊妹 

學生團契堂委 廖元勛弟兄，葉雷弟兄 

青少年事工堂委 官李靜勤姊妹 

敬拜讚美事工堂委 李蔚姊妹 

數據隱私和保護負責人 趙淼姊妹 

 

 

  



 
 

Altrincham 堂核心小組 
 

執事會委任成員 郭寶強弟兄 

主席  丁洪誌弟兄  

副主席   李承剛弟兄  

財政 李協平姊妹 

敬拜讚美事工堂委 孫希英姊妹  

宣教事工堂委   肖文峰弟兄  

青少年主日學事工堂委   戴方濤弟兄  

生活部 聶祝湘弟兄 

團契事工 周川吉弟兄 

教育事工 周建國弟兄 

兒童主日學事工堂委 張秀芬姊妹 

委員會成員 賀仁珊弟兄 

張小紅姊妹 

林 芳姊妹 

呂以春姊妹 

宋慧茹姊妹 

李建蓉姊妹 

徐碧雲姊妹 

教牧同工  

 

洪榮雄長老 

姚清心傳道 

 

 

 

 

  



 
 

部門職員 
 

行政部 

行政部部長  鄧樺謙弟兄 

教會文書  (暫缺) 

教會財政  吳錦龍弟兄 

堂總務  

     永恩堂 

     午堂 

     家庭堂 

     7:15堂 

     國語堂 

 

陸浩斌弟兄 

(暫缺) 

(暫缺) 

Amanda Teng 姊妹 

(暫缺) 

堂文書 

     永恩堂 

     午堂 

     家庭堂 

     7:15堂 

     國語堂 

 

(暫缺) 

(暫缺) 

高佳慧姊妹 

(暫缺) 

(暫缺) 

堂財政 

     永恩堂 

     午堂 

     家庭堂 

     7:15堂 

     國語堂 

 

(暫缺) 

(暫缺) 

(暫缺) 

(暫缺) 

劉君輝弟兄 

教牧同工 劉健志主任牧師 

祈仁耀長老 
 

兒童及青少年部 

兒童及青少年部部長  郭志忠牧師(代任)(二零一九年四月至九月放安息年假) 

中文班及公開試負責人  梁觀明弟兄  

聖經班負責人 何嘉俊弟兄 

華少團負責人 官忠麟弟兄 
 

宣教部 

宣教部部長  劉健志主任牧師(代任) 

佈道聯絡 

     永恩堂 

     午堂 

     家庭堂 

     7:15堂 

     國語堂 

 

羅弘建弟兄 

(暫缺) 

李俊成弟兄 

林偉成弟兄 

肖文峰弟兄 

教牧同工 郭志忠牧師 

黃國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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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EES’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2019
信託人週年報告

The trustees are pleased to present their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2019.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have been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ity’s trust deed, the Charities 
Act 2011 and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by Charities: Statement of Recommended Practice applicable to 
charities preparing their accou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 applicable in the 
UK and Republic of Ireland published (FRS 102) (effective 1st January 2015).

OBJECTIVES AND ACTIVITIES
Constitution and objects
The objects of the charity are to advance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octrinal basis 
stated in the constitution in particular among persons of the Chinese race in Manchester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Public Benefit
The Trustees are aware of the Charity Commission guidance on public benefit. The work of the charity 
and the funds it raises are wholly directed towards furthering the aims and objectives set out on page 1 
and the trustees are therefore of the view that the charity satisfies the criteria laid down to meet the 
public benefit test.

Grant making policy
The Charity makes a limited number of grants to other charitable organisations and in some instances to 
individual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udget agreed by members at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ther 
grants may be made from time to time as requested by members or in response to emergencies which 
arise from time to time.

ACHIEVEMENTS AND PERFORMANCE
We had set back in the search of church building with three unsuccessful bids in last 12 months. We 
were therefore left without a permanent home in the city centre. Hence our three city centre based 
congregations are in rented buildings. Having said that though, these three congregations have settled 
in rather quickly in their newly found home. In addition, our Chinese and Sunday school ministry 
managed to find alternative accommodations for these ministries at the cost of substantially increased 
expenditure for rental purposes.  We had a new city centred based office (rented for a 5-year contract) 
as well. We are thankful that church members have continued to support the church spending and has 
been able to shoulder this added financial burden.

The church continued to consolidate the work among Mandarin speaking Chinese, whilst continuing to 
work among the local Cantonese Chinese population and the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 families. We 
are delighted to make appointments with our new assistant minister to our Cantonese ministry. We 
have also appointed our new administrator. In addition, we had also appointed a new children minister. 
Sunday school continu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with Bible and Chinese classes. 
The church currently runs seven services in five different premises in Greater Manchester. Our weekly 
free advice session for people with day to day needs have been restarted in our new city centre church 
office. The service has been well received by the community. We have continued to visit homeless 
people in Manchester on a regular basis and have supported a food bank in south Manchester. The 
English evening congregation has forged a strong link with a Christian orphanage in north Thailand and 
Burma.

The other very important development is the Church constitution review. This has taken us som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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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REVIEW
Total income for the year was £381,755 (2018: £459,905) of which £80,933 (2018: £125,491), related to 
funding for projects upon which restrictions are placed. Total expenditure for the year was
£352,786 (2018: £371,996), leaving a surplus of £81,658 (2018: Surplus £87,909).

At 30th September 2019 the charity’s reserves stood at £1,528,953 (2018: £1,443,191) of which
£601,055 (2018: £584,386) represented restricted funds.

RISK MANAGEMENT
The main risks to which the charity is exposed as identified by the Trustees have been considered and 
system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o mitigate those risks.

RESERVES POLICY
It is the policy of the charity to maintain unrestricted funds, which are free reserves at a level which will 
allow the charity to cover redundancy costs provision and continue its activities for three months should 
no further funding be received.

At the end of the financial year, excluding tangible fixed assets, the unrestricted funds totalled £107,823.

The charity requires £30,747 for redundancy provision, plus £33,253 for running costs.

PLANS FOR THE FUTURE
We are grateful to our members for their generous financial support over the years. This year the balance 
sheet of the church showed a surplus but we are mindful that we will need to do more to complete our 
building project. We will also actively recruit up to 3 new staff to strengthen our ministry and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The Manchester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is a registered charity, number 500562 formed on 7th
December 1970. The Governing Document is a constitution adopted on 4th October 1970 and amended 
6th June 1976 and further amended on February 1984.

The trustees are the members of the Church Council which comprises of the Pastors for the time being, 
elders, officers, and Church co-ordinators as appointed by the members in the general meeting, together 
with a limited number of members co-opted by council from among the membership of the Church. The 
terms of office vary from one year for officers to five years for pastors. Church council meets at least four 
times a year. Day to day activity is supervised by departmental and congregational committees led by a 
departmental co-ordinator or a Pastor who is a council member (and hence a trustee).

Regular services are held on Sundays in Chinese (Cantonese and Mandarin) and in English. Local and 
student fellowships and prayer meetings are held midweek. Sunday school and Youth Group provide 
both Bible teaching and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The charity co-operates with other churches in the Manchester area as a member of Network, and also 
supports the work of United in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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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人提交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年度的週年報告。
財務報表是按照慈善機構的信託契約、2011《慈善法》和慈善機構的會計和報告編制的: 根據有
關慈善機構編寫帳戶的建議做法的說明適用于英國和愛爾蘭共和國的財務報告標準公佈 (FRS 102) 
(有效 2015年1月1日)。

目標和活動

憲法和物件

該慈善機構的宗旨是按照憲章中所述的教義基礎, 特別是在曼徹斯特華人和周邊地區的人之間推
進基督教信仰。

公共利益

信託人知悉慈善委員會有關公眾利益的指引。慈善機構的工作及所籌得的款項, 完全是為了進一
步推動本頁所載的目標, 因此, 信託人認為慈善機構符合公眾利益測試所訂下的準則。

贈款制定政策

該慈善機構根據會員在年會上商定的預算, 向其他慈善組織提供有限數量的贈款, 在某些情況下向
個人捐款。其他補助金可不時按會員的要求或因應不時出現的緊急情況而作出。

成就和表現

在過去的一年中，教會在購買建築物的三次投標皆終告失敗,，所以我們仍然在市中心裏沒有一個
永久的會址。教會其中的三個堂會均要在市中心租用地方聚會。話雖如此，這三個堂會仍然能夠

迅速地在它們所租用的地方安頓下來。此外，主日學中文及聖經班亦找到了新的地方，不過租金

的支出比以前有大幅度的增加。教會亦在市中心租了一個辦工室，租約為期五年。我們感謝弟兄

姊妹們在金錢上不斷的努力付出，承擔了教會的經濟負擔。

教會繼續鞏固向操國語的華人的事工，同時亦繼續發展向本地操廣東話的華人和第二代華人家庭

的事工。我們很榮幸能聘請了一位粵語堂的同工，和一位行政主任。此外，我們亦聘請了一位兒

童事工的同工。中文班及聖經班繼續是主日學裏非常重要的事工。教堂目前在大曼徹斯特區中在

五個不同地點進行七堂崇拜。每週為有日常需要的人免費提供的諮詢服務亦在位於市中心的教會

辦公室中重新開始，這項服務也得到社區的好評。我們繼續定期探訪在曼城的露宿者，並支持了

曼城南部的一家食物銀行。英語晚堂與位於泰國北部和緬甸的一個基督教孤兒院建立了深厚的聯

繫。

教會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就是重寫教會會章。這項目花了我們一段時間，我們終於可以在本年

度的會員大會上進行投票。會章重寫小組不懈努力，以確保我們現在能擁有最新的中英文版本。

我們感謝他們的辛勤工作和貢獻。

財務審查

該年的總收入為£381,755 (2018: £459,905) 其中£80,933 (2018: £125,491), 與被限制的專案的資金有
關。該年的總支出為£352,786 (2018: £371,996), 剩餘的£81,658 (2018 剩餘: £87,909)。
在 2019年9月30日, 慈善機構的準備金為£1,528,953 (2018: £1,443,191) 其中£601,055 (2018: £584,38
6) 代表了限制性資金。

風險管理

該慈善機構所面臨的主要風險是由受託人確定的, 並已建立系統以減輕這些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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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備金政策

該慈善機構的政策是維持不受限制的資金, 這儲備金將允許慈善機構支付遣散費, 並在不收到進一
步資金的情況下繼續其活動三月。

在財政年度結束時, 不包括有形固定資產, 無限制資金總計£107,823。該慈善機構需要提供£30747 
應付裁員, 另加£33253 的運營費用。

未來計畫

我們感謝弟兄姊妹們多年來的慷慨奉獻。雖然教會在本年度的帳目顯示了盈餘，但我們要意識到

我們仍將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來完成我們的建堂計劃。我們還需積極招聘多達三名的新員工，以

鞏固教會的事工和對社區的服務。

結構、治理和管理

曼徹斯特華人基督教會是一個註冊慈善機構, 編號500562成立于1970年12月7日。管理檔是1970年1
0月4日通過的一項憲章, 1976年6月6日修正, 並于1984年2月進一步修訂。
信託人是由執事會成員在大會中委任，包括牧師、長老、職員、執事和堂委, 以及由執事會在教會
會員之中增選有限數目的成員。任期不等，由職員的任期為一年,至牧師的任期為五年。執事會每
年至少舉行四次會議。日常各樣活動由執事或堂委監督各部門或堂委會, 各部門或堂委會則由身為
執事會成員 (因此是信託人)的部長或牧師帶領。

定期服務在星期日以中文 (粵語和普通話) 及英文進行。本地和學生團契及禱告會在週中舉行。主
日學和華少團提供聖經教導和中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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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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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AND ADMINISTRATIVE DETAILS  參考和管理詳細資訊
Name名稱

Charity Number 
慈善機構編號

Graham Wright B A (Hons), FCA DChA,
c/o LCVS 

151 Dale Street, 

Liverpool, 

L2 2AH

CAF Bank Limited
Kings Hill

Kent

ME19 4TA

Signed on behalf of the Trustees

………………………………………………

Y S Ang

Trustee

Date: …………………………. 

J Yoong 張翁慧玲姊妹 (Cantonese Congregation Co-ordinator 粵語堂執事Term started 
11th January 2019 二零㇐九年㇐月十㇐日上任)    

Address & Office 
地址及辦公室

100 Yarburgh Street

Whalley Range

Bankers 銀行  

Trustees 信託人 During the year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were as follows 執事會成員如下:
J Lay 雷柏園⾧老 (Elder/Chairman教會⾧老/執事會主席) 

E Keasberry 祈仁耀⾧老 (Elder教會⾧老) 

Y S Ang 洪榮雄⾧老 (Elder 教會⾧老) 

K R Lau 劉健志牧師 (Senior Pastor 主任牧師) 

K C C Kwok 郭志忠牧師 (Pastor 牧師) 

G K W Wong 黃國華牧師 (Pastor 牧師) 

E Chung 鍾怡安姊妹 (Secretary教會文書 Term ended 31st December 2018 
二零㇐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任期屆滿)

A Chung 鍾瑜榮弟兄 (Cantonese Congregation Co-ordinator 粵語堂執事) 

L Lee 李立偉弟兄 (English Congregation Co-ordinator英語堂執事Term ended 31st 
December 2018 二零㇐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任期屆滿) 

Independent Examiner 
審核

B Guo 郭寶強弟兄 (Mandarin Altrincham Congregation Co-ordinator 國語Altrincham堂執事)

K Lau 劉君輝弟兄 (Mandarin Congregation Co-ordinator 國語堂執事Term ended 31st 
December 2018 二零㇐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任期屆滿)

G Zhao 趙淼姊妹 (Mandarin Congregation Co-ordinator 國語堂執事Term ended 31st 
December 2018 二零㇐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任期屆滿)

B C Sai 史鎮銓弟兄 (English 715 Congregation Co-ordinator英語715堂執事 Term ended 
31st December 2018 二零㇐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任期屆滿)

J F Chen 陳建鋒弟兄 (Mandarin Congregation Co-ordinator 國語堂執事 Term started 1st 
January 2019 二零㇐九年㇐月㇐日上任)

J Y Tsang 曾隽彥弟兄 (English 715 Congregation Co-ordinator英語715堂執事 Term started 
1st January 2019 ended 23rd July 2019 二零㇐九年㇐月㇐日上任，七月廿三日離任)

Manchester

M16 7EH

Manchester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曼徹斯特華人基督教會

500562

J Li 邱李惠霞姊妹 (Cantonese Congregation Co-ordinator 粵語堂執事)    

S Pan 潘雅韵⾧老 (Elder 教會⾧老) 

Kenny Ng 吳錦龍弟兄 (Treasurer 教會財政)

C Tang 鄧樺謙弟兄 (Admin Dept Co-ordinator 行政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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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Unrestricted 

Funds
Restricted 

Funds
Total Funds Total Funds

注釋 無限制資金 有限制資金 總資金 總資金

2019 2019 2019 2018

£ £ £ £

Income and endowments from : 收入和捐贈

Donations and legacies 捐助和遺產 2a 285,376 30,777 316,153 362,755

Charitable activities 慈善活動 2b 49,907 49,907 87,627

Investments 投資 2c 6,116 248 6,365 514

Other income 其他收入 2d 9,329 9,329 9,009

Total Income 總收入 300,822 80,933 381,755 459,905

Expenditure on: 支出

Charitable activities 慈善用途 3.1 272,964 45,559 318,523 338,653

Gifts and Donations 對外捐獻 3.2 0 35,899 35,899 35,491

Total expenditure 總支出 272,964 81,458 354,422 374,144

Net (expenditure)/income 淨 (支出)/收入 27,858 (525) 27,333 85,761

Gains on revaluation of fixed assets 固定資產重估收益

Transfers

Transfer between funds 款項調動 0 0 0 0

Net movement in funds 淨款項調動 27,858 (525) 27,333 85,761

Total funds brought forward 年初資金 7 - 9 927,898 601,055 1,528,953 1,443,191

Total funds carried forward 年結資金 7 -9 955,756 600,530 1,556,286 1,528,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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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2019 2018

£ £

Fixed assets 固定資產

Tangible fixed assets 有形固定資產 4 367,790 378,462

Current assets 流動資產

Debtors 債務人 5 107,876 90,036

Cash at bank and in hand 銀行存款和現金 1,114,344 1,083,429

Total current assets 資產總值 1,222,220 1,173,465

Current liabilities 流動負債

Creditors: amounts falling due within one year 6 (33,724) (22,976)

債權人: 金額在㇐年內到期
Net current assets 1,188,496 1,150,489

淨流動資產

Total assets less current liabilities 1,556,286 1,528,951

總資產減去流動負債

Funds : 資金

Restricted funds 有限制用途資金 7, 9 600,530 601,054

Unrestricted funds 無限制用途資金 7, 8

General fund 日常奉獻 453,450 415,144

Designated fund 指定奉獻 502,306 512,753

1,556,286 1,528,951

Approved by the Trustees on 9 November 2019

and signed on their behalf by

Y S Ang

Trus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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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ccounting Policies會計政策

Basis of accounting會計基礎
The accounts have been prepared under the historical cost convention with items recognised at cost or transaction 
value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in the relevant note(s) to these accounts.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have been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tement of Recommended Practic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by Charities (Sorp 2015),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 applicable in the UK and Republic of Ireland (FRS102) (effective 1st

January 2015), and the Charities Act 2011.
這些帳目是根據《歷史成本公約》編制的, 但以成本或交易價值確認的專案除外, 除非這些帳戶的有關說明中
另有說明。財務報表是按照建議做法的說明編寫的: 慈善機構會計和報告 (Sorp 2015), 按照適用于英國和愛爾
蘭共和國 (FRS102) 的財務報告標準 (生效 2015年1月1日) 和慈善行動2011。

Funds Accounting資金核算
Unrestricted funds are the charity’s free reserves available for the trustees to distribu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itable company’s charitable objectives. 
無限制的資金是慈善機構的免費儲備, 可供受託人按照慈善公司的慈善目標分配。
Restricted funds are subject to specific restrictive conditions imposed by the donor.  All restricted funds are 
accounted for as restricted income and expenditure for the purposes is charged to the fund. 
受限制的資金受制于捐助者強加的具體限制性條件。所有受限制的資金都記作限制性收入, 支出用於該基金。

Income recognition收入確認
All income is recognised once the charity has entitlement to the income, there is sufficient certainty of receipt and so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income will be received, and the amount of income receivable can be measured reliably.
Donations and legacies comprise of donations, offering and general grants which are recognised in the accounts 
when receiv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known legacies which are accounted for when their receipt is certain.
Income from charitable activities is recognised on an accruals basis.  Grants receivable are recognised on the date on 
which their unconditional payment is confirmed by the donor.
Income from investment relates to bank interest received and is recognised when the amount is certain. 
Other Income relates to rental income and is recognised when the amount is certain.
當慈善機構有權獲得收入時, 所有收入都被確認, 有足夠的收據確定性, 因此很可能會收到收入, 並且可以可靠
地衡量收入的數額。

捐款和遺贈包括在收到時在帳目中確認的捐贈、要約和一般贈款, 但已知的遺贈除外, 但其收據是確定的。
慈善活動的收入應按應計的方式予以確認。應收贈款應在其無條件付款由捐助方確認之日確認。

從投資中獲得的收益與銀行的利息有關, 當金額確定時, 即被確認。
其他收入與租金收入有關, 並在數額確定時予以確認。

Expenditure recognition支出確認
Liabilities are recognised as soon as there is a legal or constructive obligation committing the charity to that 
expenditure, it is probable that settlement will be required and the amount of the obligation can be measured 
reliably.
All expenditure is accounted for on an accruals basis. All expenses, including support costs and governance costs, are 
allocated or apportioned to the applicable expenditure headings in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tivities. Support and 
governance costs are applied to unrestricted funds unless specifically included in the restrictions, as specified by the 
donor. 
Cost of charitable activities relate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charity comprising of direct charitable expenditure to meet 
the objectives of the charity.  Support and governance costs relate to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organisation and also compliance with constitutional and statutory requirements in producing the annual report.  
These are dealt with in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tivities when payment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ch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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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ccounting Policies會計政策

一旦有法律或推定義務對該項開支作出承諾, 就應立即確認負債, 很可能需要解決, 並且可以可靠地衡量債務的
數額。

所有支出都按應計制入帳。所有費用, 包括支助費用和管理費用, 都在財務活動說明中分配或分攤給適用的支
出標題。支助和管理費用適用于無限制資金, 除非在捐助者規定的限制中具體列入。
慈善活動的費用涉及慈善機構的運作, 包括直接的慈善開支, 以達到慈善機構的目標。支助和管理費用與本組
織的管理和運作有關, 並符合編制年度報告的憲法和法定要求。這些都是在金融活動的聲明中處理的, 當付款
已被慈善機構批准

Fixed Assets固定資產
Capital expenditure is stated in the balance sheet at cost less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Depreciation is provided to 
write off the cost of each asset over its expected useful life as below:
資本支出在資產負債表中以成本減去累積折舊的比例表述。折舊是為了登出每項資產的成本超過其預期的使

用年限如下:
Freehold property and improvements 不動產和改善 2.5% reducing balance basis減少平衡基礎
Leasehold Improvements 租賃改善 2% reducing balance basis減少平衡基礎
Equipment 器材 15% reducing balance basis減少平衡基礎
Motor Vehicle 小巴 25% reducing balance basis減少平衡基礎

Taxation稅收
Income and gains are exempt from taxation as they are applied for charitable purposes only. The charity benefits 
from various exemptions from taxation afforded by tax legislation and is not liable to corporation tax on income or 
gains falling within those exemptions. The charity is not able to recover Value Added Tax. Expenditure is recorded in 
the accounts inclusive of VAT.
收入和收益是免稅的, 因為它們只適用于慈善目的。慈善機構受益于稅收立法所提供的各種免稅, 不承擔公司
對收入或收益的免稅。這個慈善機構無法收回加值稅。支出記入包括加值稅在內的帳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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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come and endowments from  收入和捐贈
Unrestricted Restricted 2019 2018

Funds Funds Total Total

無限制資金 有限制資金 總資金 總資金

2019 2019 2019 2018

a. Voluntary Income 自由捐助收入            £            £            £            £

Donations – Building Fund 建堂奉獻 0 6,855 6,855 7,142

Donations – Compassion 助養兒童 0 1,331 1,331 710

Donations – General Offering 日常奉獻 229,861 0 229,861 234,942

Gift Aid 慈善捐款補助 38,149 5,143 43,292 88,924

Donations – Mission Fund 宣教奉獻 0 10,570 10,570 4,497

Donations – Sunday School 主日學 12,387 0 12,387 9,140

Donations – Other 其他奉獻 4,649 6,878 11,527 16,524

Holy Communion offering 聖餐奉獻 330 0 330 876

NEEC 北英倫春令會 41,503 41,503 54,408

Total 共 285,376 72,280 357,656 417,163

b. Charitable activities 慈善用途            £            £            £            £

Fundraising 建堂籌款 8,404 8,404 33,219

0 8,404 8,404 33,219

C. Investments 投資            £            £            £            £

Bank interest 銀行利息 6,116 248 6,365 514

6,116 248 6,365 514

d. Other income 其他收入            £            £            £            £

Rental income 租金收入 9,329 9,329 9,009

Gain on disposal of tangible asset 賣出資產的收益

9,329 0 9,329 9,009

Total income 總收入 300,822 80,933 381,755 459,905

A1.10



THE MANCHESTER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曼徹斯特華人基督教會
TRUSTEES’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2019
信託人週年報告

3.1 Expenditure on: charitable activities 支出: 慈善用途

To advance the Christian religion of the Chinese 
race in Manchester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在曼徹斯特和周邊地區向中國種族推進基督教信仰

a. Analysed as follows 分析如下:

2019 2018

Direct charitable expenditure 直接慈善支出:                 £                 £

Missions outreach 宣教事工 4265 1,409            

Sunday school 主日學 4316 5,666            

Worship costs 崇拜 1671 1,951            

Venue hire 場地租用 78740 42,378          

Theological fund 神學基金 0 2,000            

NEEC 北英倫春令會 43444 49,298          

Donations and gifts 對外捐贈 35899 35,491          

168,335        138,193        

Support & governance costs 支援及監管成本:                 £                 £

Staff salary costs 同工薪金 107035 147,034        

Travel expenses 交通支出 12208 8,756            

Office costs 辦公室費用 2196 3,246            

Pension Contributions 退休金供款 2834 1,152            

Ex Gratia 特惠金 0 2,000            

Premises Costs 樓宇費用 15189 17,331          

Training 培訓 1446.51 1,224            

Advertising (Herald) 號角廣告費用 1536 1,536            

Insurance 保險 1301 1,259            

Sundry expenses 雜項費用 18327.51 10,963          

Motor expenses 小巴費用 3048 2,942            

Bank Charges 銀行費用 210 190               

Professional fees 專業費用 1980 23,141          

Payroll fees 工資計算費用 632 548               

Accountancy 會計 5666 1,200            

Depreciation 折舊 12478 13,429          

186,087        235,951        

Total expenditure on charitable activities 總慈善支出 354,422        374,144        

£81,458 (2018: £110,025) of the above expenditure is restricted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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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penditure on: charitable activities 支出: 慈善用途

b. Staff Costs  職員薪俸

2019 2018

£ £

Gross wages and salaries 工資和薪金毛額 106,222        137,578        

Social security costs 社會保障費用 5,450            7,496            

Pension Contribution 退休金供款 1,246            1,152            

Ex Gratia 特惠金 -                   2,000            

112,918        148,226        

The above staff costs figure includes remuneration of 4 trustees/pastors totalling £76,458 who 
are pastors this remuneration is not for serving as trustee (2018: £90676). 

c. Particulars of employees 雇員詳情: 

Average number of employees during the year,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full-time equivalents, 
was as follows 在這一年中, 按全職等值計算的雇員平均人數如下:

2019 2018

Pastors 牧師 3 4

Other admin 其他同工 2 4

5 8

No out of pocket expenses were reimbursed to trustees in the year (2018: £nil) 
在本年度內, 未有任何開支被發還予信託人

上述職員薪俸數字位包括四位信託人/牧師的薪酬，共計£76458英鎊， 他們是受薪牧師，

這報酬並不是因為他們作為信託人 (2018: £9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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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ANALYSIS OF GIFTS AND DONATIONS 其他及對外捐獻支出分析 2019 2018

£ £

a) Institutions for world mission: 宣教機構

Alexandria Lighthouse 亞歷山大書室 6,000 6,000

Barnabas Fund 巴拿巴基金 1733 -                   

Barnabus (Manchester) 巴拿巴士 (曼城) 300 741

Bridging the Gap 食物銀行 1,064 -                   

Chinese Overseas Christian Mission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4,670 4,000

CCREF 餐福 500 500

Compassion UK 英國助養兒童 1,200 1,200

Disasters Emergency Committee 賑災基金 620

Food Bank 食物銀行 -                   2,594            

Grace International Church 恩典國際基督教會 -                   210               

H2O Charity Thailand 泰國孤兒院 -                   2,350

Hardship 慈惠 4,197 -                   

Hope Station Christian Centre 心靈朌望 -                   654               

NEEC 北英倫春令會 -                   2,500            

OMF International 海外基督使團 500 300

Open Door 敞開的門 300 2,541            

Salvation Army 救世軍賑災基金 2,916 -                   

Tear Fund 淚基金 300 300

24,299 23,891

b) Individuals: 個人

Miss Sheila Reid - Missionary 韋詩樂宣教士 6,100 6,100

Rev & Mrs Paul Wood - Missionary 林保羅牧師夫婦 5,500 5,500

11,600 11,600

35,899 35,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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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angible Fixed Assets 有形固定資產

Freehold Leasehold Equipment Motor Van Total

Property and Property and

Improvements Improvements
永久物業和改

善

非永久物業和改

善 器材 小巴 總數

Cost and Revaluation 成本和重估: £ £ £ £ £

Balance As at 01 October 2018 年初值 325,000 85,223 40,896 56,443 507,562

Disposals 賣掉/丟棄 0

Revaluation 重估 0

Additions in the year 年內增補 0 0 1,806 0 1,806

Balance As at 30 September 2019 年終值 325,000 85,223 42,702 56,443 509,368

Depreciation 折舊:

Balance As at 01 October 2018 年初值 16,047 31,675 35,117 46,263 129,102

Disposals 賣掉/丟棄 0

Revaluation 重估 0

Charge for the year 本年折舊 7,724 1,071 1,138 2,545 12,478

Balance As at 30 September 2019 年終值 23,771 32,746 36,255 48,808 141,580

Net Book Value 賬面淨值:

Balance As at 30th September 2018 去年終值 308,953 53,548 5,779 10,180 378,460

Balance As at 30 September 2019 本年終值 301,230 52,477 6,447 7,635 367,789

The property 234 Kings Road, Chorlton was donated to the church in the late 1980’s no official valuation has been 
completed for this property

A revaluation of freehold property 234 Kings Road, Chorlton was carried out by the trustees ae 30th September 2016.  
The valuation was based on knowledge of a recent sale of a property in a similar area.  The trustees believe the value 

of the property as at 30th September 2016 is not mater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value included in the accounts.

位於234 Kings 
Ro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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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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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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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ebtors 
債務人 2019 2018

£ £

Prepayments 預付款 20,518 3,113

Other Debtors 其他債務人 87,358 86,923

Total 總值 107,876 90,036

6. Creditors: Amounts falling due within one year 
債權人: 一年內到期的金額 2019 2018

£ £

Creditors 債權人 17,849 11,222           

Accruals 應計支出 15,875 11,754           

Total 總值 33,724           22,976           

7. Analysis of Net Assets between Funds 
資產淨值分析 Tangible Fixed Net Current Total

Assets Assets

有形固定資產 淨流動資產 總數

Unrestricted Funds 無限制用途資金 £ £ £

General Fund 日常奉獻 453,450 453,450

Designated Funds 指定奉獻 367,789 134,517 502,306

367,789 587,966 955,756

Restricted Funds 有限制用途基金

Barnabus Fund 巴拿巴士 802 802

Building Fund 建堂基金 574,471 574,471

Hardship 慈惠 591 591

Compassion Fund 助養兒童基金 5,749 5,749

Gifts and Donation 對外捐獻 13,942 13,942

NEEC 北英倫春令會 (1,941) (1,941)

Mission Fund 宣教基金 6,890 6,890

OMF 海外基督使團 25 25

0 600,530 600,530

Totals 總值 367,789 1,188,496 1,556,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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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Unrestricted Funds 無限制用途資金

Balance at Incoming Outgoing Revenue Balance at

01 Oct 18 Resources Resources Transfers 30 Sep 19

年初額 收入 支出 轉帳 年終額
£ £ £ £ £

General Fund 日常奉獻 415,144 298,394 (260,088) 0 453,450

Designated Funds - 指定奉獻

Tangible Assets 固定資產 378,461 1,806 (12,478) 367,789

Communion offering 聖餐奉獻 1,224 399 (398) 0 1,225

Funeral 葬禮 0 223 0 0 223

Uncle Alfred's China Film Project 中國電影計劃 1,443 0 0 0 1,443

Development Fund 發展事工基金 16,185 0 0 0 16,185

Reserved Fund 儲備金 115,440 0 0 0 115,440

927,898 300,822 (272,964) 0 955,756

General Fund - This fund is used to finance the charity’s general activities and core costs as 
outlined in the Trustees’ Report.
日常奉獻 - 該基金用於資助慈善機構的一般活動和核心成本，這已在信託人報告中概述了。

 
Designated Funds 指定資金

聖餐奉獻 - 聖餐主日 (每月一次) 特別收集的捐款會專門用於以下四個指定用途。請參閱下表:

Feb/Jun/Oct

二、六、十月

Operation Mobilisation

世界動員會

中國電影計劃 - 於卅多年前成立, 是一個歷史性的計劃。 我們將向慈善委員會申請改變這個基金的用途。

發展基金 - 支助在教會內外新建立的事工發展

Reserves fund – A provision for redundancy and running costs.
儲備金 - 一項關於裁員和運行費用的規定。

Movements in the Year

Communion offering - donations collected on a holy communion Sunday (once a month) specifically for the 4 designations. 
See the table below:

HOLY COMMUNION 聖餐

Apr/Aug/DecMar/Jul/NovJan/May/Sep

一、五、九月 三、七、十一月 四、八、十二月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Tear Fund Theological Fund

海外基督使團 淚基金 神學基金

China Film Project – Set up more than 30 years ago and is a historical project.  We are going to apply to Charity Commission 
to change the use of this fund.

Development Fund –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ministries of new developments in established ministri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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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estricted Funds 有限制用途資金

Balance at Incoming Outgoing Revenue Balance at

01 Oct 18 Resources Resources Transfers 30 Sep 19

年初額 收入 支出 轉帳 年終額
£ £ £ £ £

Barnabus Fund 802 0 0 802

Building Fund 建堂基金 558,528 18,058 (2,115) 574,471

Hardship 慈惠 591 0 591

Compassion 助養兒童 5,345 1,604 (1,200) 5,749

Gifts and Donations 對外捐獻 29,502 7,539 (23,099) 0 13,942

NEEC 北英倫春令會 0 41,503 (43,444) (1,941)

Mission Fund 宣教基金 6,261 12,229 (11,600) 0 6,890

OMF International 海外基督使團 25 0 25

601,055 80,933 (81,458) 0 600,530

這些款項的使用是由信託人委員會為慈善目的而酌情決定的, 款額如下:

巴拿巴基金 - 巴拿巴基金的主要事工是向一些因信仰而遭受歧視、壓迫和迫害的基督徒提供財政支援。

Building Fund – this is to be utilised for the building of the church premises in Manchester City Centre.
建堂基金 - 這基金將會被用來在曼徹斯特市中心建設教會會址 。

助養兒童基金 - 這基金是為救濟貧困, 向為幫助世界上貧困人民的慈善機構提供支援。

Mission Fund – for the support of our overseas missionaries and other expenses relating to missions.
宣教基金 - 支助我們的海外傳教士和其他有關宣教事工的其他費用。

海外基督使團 (OMF) - 海外基督使團 (OMF) 的願景是看到教會鼓勵和支援建立東亞區的信徒社區

Open Door - is an international ministry serving persecuted Christians and churches worldwide.
敞開的門 - 是一個世界性的事工，幫助受迫害的基督徒和教會。

Movements in the Year

These are monies given to the Charity to be spent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for specific charitable 
purposes, as follows: 

Barnabas fund - The main ministry of Barnabas Fund is to se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jects which help Christians 
where they suffer discrimination, oppression and persecution as a consequence of their faith

Compassion Fund – for the relief of poverty for the public benefit, by the support of charities which are helping people 
in poverty throughout the world.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OMF) - The vision of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OMF) is to see the church 
encourage and support the establishing of reproducing communities of believers i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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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uarantees and Other Financial Commitments 擔保和其他財政承諾

唯一的不可取消的財政承諾是教會中心與曼徹斯特市政府於1986年定期99年的租約。

11.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相關方交易

4 trustees are also pastors and received remuneration totalling  £76,458  (2018: £90,676)
4信託人同是牧師身份接受了報酬共計£76,458  (2018: £90,676)

The only financial commitments under non-cancellable operating leases will result in the payment of a peppercorn, 
being the annual sum due under a 99 year lease with The Council of Manchester dated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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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restricted Restricted Total Total

Funds Funds 2019 2018

£ £ £ £

Incoming Resources 收入

Incoming resources from generated funds

Donations and Gift Aid 日常奉獻 285,376 30,777 316,153 362,755

Fundraising 建堂籌款 8,404 8,404 33,219

NEEC Income 北英倫春令會收入 41,503 41,503 54,408

Investment income 投資收入

Rental income 租金收入 9,329 0 9,329 9,009

Deposit accounts interest 銀行利息 6,116 248 6,365 514

Gain on disposal of tangible asset 賣出資產的收益

Total incoming resources 總收入 300,822 80,933 381,755 459,905

Resources Expended 支出

Direct Charitable expenditure 直接慈善用途支出

Mission  Outreach 宣教 - 佈道 4,265 0 4,265 1,409

Children & Youth - Sunday School 主日學/華少團 4,316 0 4,316 5,666

Sunday School - Venue Hire 租用學校 0 0 0 12,640

Mandarin Congregation - Training 國語堂培訓及其他 667 0 667 479

- Worship 國語堂崇拜 893 0 893 1,068

Cantonese Congregation - Training 粵語堂培訓 323 0 323 186

- Worship 粵語堂崇拜 320 0 320 471

English congregation - Training 英語堂培訓及其他 457 0 457 559

- Worship 英語堂崇拜 458 0 458 412

Community Services 社區服務 0 0 0 0

Theological fund 神學基金 0 0 0 2,000

Building fund project 建堂費用 0 1,980 1,980 23,141

Gifts and Donations 其他及對外捐獻 0 35,899 35,899 35,491

Support costs - Staff related costs 支持費用 - 同工相關費用

Staff salaries - Pastoral team 職員薪俸 87,183 0 87,183 116,605

Staff expenses - Pastoral team 職員支出 12,208 0 12,208 8,756

HMRC - PAYE & NIC 稅務 19,852 0 19,852 30,429

Payroll Fees 薪金計算費用 632 0 632 548

Pension Contribution 退休金供款 2,834 0 2,834 1,152

Ex Gratia 特惠金 0 0 0 2,000

Management & administration 行政支出

Premises - Upkeep & repairs 樓宇維修 10,748 0 10,748 8,760

Heat, light & water 水電煤 4,560 0 4,560 7,603

Rates 差餉 (119) 0 (119) 968

Rental for Mandarin Worship 國語堂崇拜租用教會 0 0 0 18,380

Venue Hire 堂址租金 78,740 0 78,740 11,358

Insurance 保險 1,301 0 1,301 1,259

Printing & stationery 影印文具 2,196 0 2,196 3,246

General administration/Sundry 行政 18,328 0 18,328 10,963

Advertising 廣告 1,536 0 1,536 1,536

Motor van expenses 小巴 3,048 0 3,048 2,942

Bank Charges 銀行收費 75 135 210 190

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 折舊 12,478 0 12,478 13,429

Governance costs 監管費

Independent Examination/Legal Fees 審核費 5,666 0 5,666 1,200

Other resources expended 0 0 0 0

NEEC Exp 北英倫春令會支出 0 43,444 43,444 49,298

Total resources expended 總支出 272,964 81,458 354,422 374,144

Net incoming/outgoing resources before transfers

年度淨額(支出)/收入 27,858 (525) 27,333 85,761

(This page does not form part of the statutory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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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al Budgets & Expenditure 2018/19 BUDGET 18/19 ACTUAL 18/19 BUDGET 19/20

部門開支及財政預算 General Total

Fund Actual

EXPENDITURE 支出

Staff 職員

Salaries & Pension Contribution 職員薪俸及退休金 £157,136 £110,501 £205,900
Expenses 職員支出 £13,000 £12,208 £13,000

£170,136 £122,709 £218,900 103%
Admin 行政部

Church Properties / Rental Venue

Upkeep 樓宇維修及費用 £12,000 £10,748 £12,000
Heat, Light, Water 水電煤 £4,500 £4,559 £4,500
Insurance 保險 £1,397 £1,301 £1,397
Rates 差餉 -£120

Rental for Venue 堂址租金

Central Hall £0 £1,485 £0
Brunswick £12,240 £15,572 £12,240

Devonshire Road (Altrincham) £3,000 £3,300 £3,000
The Studio £19,500 £9,000 £0

Wing Yip £18,000 £13,360 £8,687
Salvation Army £10,400 £7,801 £10,400

Nexus Café £0 £4,290 £5,750
Venue hire (Barlow RC High School) £27,200 £23,932 £18,930
234 King's Road Maintenance 帝皇路住宅維修 £100 £0 £100

£108,337 £95,228 £77,004 100%

Audit/Legal Fees 審核費 £1,000 £5,666 £1,000
Printing & Stationery 影印文具 £2,500 £2,195 £2,500
General Admin 行政 £3,500 £10,791 £3,500
Herald 號角 £1,536 £0 £1,536
Bank charges 銀行收費 £200 £75 £200
Equipment 器材 £0 £0 £0

£8,736 £18,727 £8,736 100%
Motor Van Expenses

小巴 £4,000 £3,049 £4,000
£4,000 £3,049 £4,000 100%

Children & Youth

Sunday School / Youth Ministry 主日學/華少團 5000 £4,316 5000

£5,000 £4,316 £5,000 100%
Mission 宣教部

Mission Fund 宣教基金 £15,700 £11,600 £15,700
Outreach 宣教 - 佈道 £5,500 £5,745 £5,500

£21,200 £17,345 £21,200 100%
Mandarin Congregation 國語堂

Altrincham Altrincham堂
Training 培訓 £150 £687 £150
Worship 崇拜 £600 £375 £600
Miscellaneous 其他支出 £250 £728 £250
Jireh 以勒堂

Training 培訓 £150 £0 £150
Worship 崇拜 £600 £0 £600
Miscellaneous 其他支出 £250 £0 £250
Brunswick Brunswick堂
Training 培訓 £150 £30 £150
Worship 崇拜 £600 £518 £600
Miscellaneous 其他支出 £250 £99 £250

£3,000 £2,437 £3,000 100%
Cantonese Morning Congregation 粵語永恩堂

Training 培訓 £150 £83 £150
Worship 崇拜 £600 £163 £600
Miscellaneous 其他支出 £250 £648 £250

£1,000 £893 £1,000 100%
Cantonese Whalley Range Congregation 粵語午堂

Training 培訓 £150 £240 £150
Worship 崇拜 £600 £158 £600
Miscellaneous 其他支出 £250 £201 £250

£1,000 £599 £1,000 100%
English 715 Congregation 英語715堂

Training 培訓 £150 £159 £150
Worship 崇拜 £600 £300 £600
Miscellaneous 其他支出 £250 £244 £250

£1,000 £703 £1,000 100%
English Family Service Congregation 英語家庭崇拜堂

Training 培訓 £150 £299 £150
Worship 崇拜 £600 £158 £600
Miscellaneous 其他支出 £250 £4,093 £250

£1,000 £4,549 £1,000 100%
Theological Studies 神學基金 £0 £0 £0

£0 £0 £0
Hardship Fund 慈惠基金 £0 £4,197 £0

£0 £4,197 £0
Gifts & Donations 對外捐獻

Barnabas 巴拿巴 £1,733 £0
Barnabus (Manchester) 巴拿巴士 (曼城) £240 £300 £240
COCM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4,000 £4,000 £4,000
Open Doors 敞開之門 £300 £300 £0
OMF 海外宣教 £300 £500 £300
Tear Fund 淚基金 £300 £300 £300
CCREF 餐福 £500 £500 £500
Compassion UK 英國扶養兒童 £1,200 £1,200 £1,200
Alexandria Lighthouse Project 亞歷山大書室 £6,000 £6,000 £6,000
Others 其他 £1,000 £3,980 £1,000

£13,840 £18,813 £13,540 100%
Chinese Advice Centre 教會華人諮詢中心 £150 £45 £150

£150 £45 £150 100%

Total: £338,399 £293,609 Total: £355,530 102%

Building Fund Expenses 建堂基金支出 £2,115

£2,115

General Fund Total BudgetGeneral Fund Total Budget

1 x Senior Pastor 主任牧師 Pastor Kim
2 x Pastor 牧師 Pastors Kenneth & Gary
2 x FT Assist. Ministers 傳道人 Sherman & 
Qingxin
1 x FT Administrator 教會行政幹士
(employment to begin 11.2019) Aggie
1 x PT Church Administrator (PT 20 hrs/wk) 
兼職行政助理 (每星期二十小時) Marcus

+ 1 extra staff on staff level 6 (employment 
to begin 1.2020) & 1 extra staff on staff 
level 6 (employment to begin 4.2020) e.g. 
MC assistant minister & EC assistant 
minister

Inc. Employer's NIC & Pension. 僱主國家保



BUDGET 18/19 ACTUAL 18/19 BUDGET 19/20

General Total General Total General Total

Fund Fund Fund

INCOME 收入

Cantonese Congregation CS 粵語堂早堂 £34,500 £30,072 £35,000
Cantonese Congregation WR 粵語堂午堂 £52,500 £56,729 £60,000
English Congregation CS 英語堂晚堂 £32,500 £34,969 £35,000
English Congregation WR 英語堂早堂 £67,500 £62,202 £68,000
Mandarin Congregation Altrincham 國語堂Altrincham堂 £22,500 £15,677 £24,000
Mandarin Congregation Brunswick 國語堂Brunswick堂 £32,500 £27,536 £35,000
Mandarin Congregation Jireh Fellowship國語堂以勒團契 £8,000 £4,019 £8,000
General Offering (total) 日常奉獻 （共） £250,000 £231,203 £265,000
Gift Aid - reclaimable tax 立約奉獻回稅 £36,000 £38,861 £40,000

£286,000 £270,064 £305,000
Holy Communion Offering 聖餐奉獻 £250 £330 £250
Restricted Gift & Donations 餽贈/指定用途 £1,000 £6,878 £1,000
Mission Fund 宣教基金 £15,700 £10,571 £15,700
Compassion Fund 扶貧基金 £1,200 £1,331 £1,200
Sunday School Contributions 主日學 £10,000 £12,387 £10,000
Miscellaneous Income 其它 £1,000 £3,306 £1,000
Bank Accounts Interest 銀行利息 £9,000 £6,116 £7,000
234 King's Road 帝皇路住宅 £9,504 £9,329 £9,504

Total Income: £333,654 £320,313 £350,654
Development Fund 發展事工基金 £6,000 £6,000 £6,000

Grand Total: £339,654 £326,313 £356,654

Building Fund 建堂基金

Building Fund Offering 建堂奉獻 £15,259

Gift Aid - reclaimable tax 立約奉獻回稅 £4,431

Bank Accounts Interest 銀行利息 £248

£19,9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