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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安全政策聲明 
 

聖經清楚地表明：雖然人類的始祖墮落，人類仍有上帝的形像﹙拉丁文：dei imago﹚；並

且，上帝的形像在人類生產的過程中代代相傳。所以，在此基礎下，無論是成人、青少年、

兒童或嬰孩，都同樣是有上帝的形像，並應該受到同等的重視。 

同樣，歷代以來，上帝的救贖工作就是要拯救人類這個族群。並且，祂的犧牲是為了這個族

群的每一個人而作的，包括每一個成人、兒童和嬰孩。上帝重視每一個兒童，如同重視每一

個成年男女一樣，看他們為寶貴，甚至為了他們犧牲祂自己的兒子。 

所以，我們不應看兒童是教會這個家的附屬品，或是造成滋擾和不便的源頭，又或是我們將

來的保障。兒童的個人權利應該受到重視，他們完全是，和實質上都是教會這個家的一部

分，沒有了他們，我們將會極為貧乏。我們應該對兒童珍而重之，如同上帝對所有人也珍而

重之一樣。在教會這個家中，兒童應該得到我們如同對成人一樣的熱誠、照顧和關心。 

與此同時，兒童不是成人，所以不能把他們當作成人看待。兒童是容易受到傷害的，正如聖

經明確指出，他們需要得到照顧、保護、培育和訓練才能長大成人。因此，兒童和成人在教

會這個家中的角色是不一樣的。 

相同的情況，弱勢成人的個人權利亦應該受到重視。他們完全是，和實質上都是教會這個家

的一部分，沒有了他們，我們將會極為貧乏。我們應該對弱勢成人珍而重之，如同上帝對所

有人也珍而重之一樣。在教會這個家中，他們應該得到我們如同對其他成人一樣的熱誠、照

顧和關心。 

與此同時，他們在某些方面是容易受到傷害的，所以需要得到相關和合適的照顧、保護、培

育和培訓，才能在靈性上邁向成熟。因此，教會將會個別檢視每一個弱勢成人在教會這個家

的角色和需要。 

我們的保護安全異象宣言 

“為參加我們教會的兒童和弱勢成人提供安全的環境，並使他們有機會能感受到基督的愛和

完全投入教會這個家的生活。” 

教會旨在確保各項教會事工中的兒童、青年人和弱勢成人，都能得到最好的支持、關心和照

顧。教會旨在確保教會這個家有一個安全的環境，讓兒童和弱勢成人能與教會其他的成員一

起成長和學習。同時，在成長和學習的過程中，兒童和弱勢成人能有空間和機會去發掘和表

達他或她在基督裡的身份。並且，教會這個家對每一個人來說，他或她縱然會犯錯，仍是一

個安全的地方學習改過。 

為了實踐此異象，我們： 

• 歡迎兒童和弱勢成人進入我們教會群體的生活 

• 籌辦適合兒童、青年人和弱勢成人的活動 

• 建立和維持為保護兒童和弱勢成人安全而設的架構和協定 

• 遵守所有相關的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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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會主席報告 – 洪榮雄長老 

 

2021 年英國開始從冠狀肺炎疫情中復甦。本年度(2020-2021)英國政府實行多次不同形

式的社區封鎖，我們教會便將主日崇拜轉移到網上，使用 Zoom 平台進行，直至 2021

年七月。粵語午堂由七月份開始恢復實體崇拜，接著是兩個英語堂會，由八月份開始

恢復實體崇拜，並維持某程度的網上崇拜(混合崇拜)。由 2021 年十一月起，其他堂會

也恢復實體主日崇拜，同時維持一些網上形式的崇拜。現在又是曼城教會的週年會員

大會的時候！時間過得真快，我們再一次見證神在過往十二個月對曼城教會的信實。 

除了冠狀肺炎疫情嚴重之外，有一些弟兄姊妹亦因疫情而失業，經濟能力受到打擊。

請大家為他們禱告，在這困難的時刻能夠盡早找到新的工作和得到經濟支援。我們感

謝各會眾在此困境中繼續奉獻，為教會負擔額外的經濟重擔。縱然疫情造成了近代最

高失業率，你亦可以從財政報告中看見祂的供應，並且不得不同意神是信實的。 

曼城華人基督教會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發展是在 2021 年十月份的粵語 Bolton 植堂。經

過長時間異象確認、準備和領袖培訓，我們終於開了新堂。主日崇拜是在 Canon Slade 

Church of England School 進行。願主繼續帶領 Bolton 堂會的發展，並且，讓我們繼續

支持他們在 Bolton 的社區和更遠的地方，作福音的見證。另一件重大的事項是一位英

語 715 堂的弟兄回應神的呼召成為宣教士，並在九月份由教會差遣前往中東事奉。我

代表教會邀請你支持他和為他的事奉禱告。主是信實的，願我們繼續一起同工，去傳

揚祂的愛，並宣告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福音。 

另一個十分重要的發展是我們教會會章的修訂。這個程序已經進行了好一段時間，希

望我們能夠早日通過新的教會會章。教會會章修訂小組不辭勞苦地準備最新的中文和

英文版本，我們為到這個小組盡心編寫新會章而感謝神，盼望將來新的會章能使我們

教會在多堂會的模式下順利運作。 

向前邁進，讓我們忠心的事奉祂，並用愛去宣告福音真理。衪必建立衪的教會，我們

是祂的子民，祂真的與我們同在。讓我們從這節經文中得到鼓勵：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

﹙哥林多後書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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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牧師報告 – 劉健志主任牧師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

你們末後有指望。】﹙耶利米書 29:11﹚ 

當我預備今年的報告時，我們正慢慢從疫情最嚴峻的一刻走出來。除了一個堂會以外，

我們已經全面恢復實體崇拜，同時亦維持一定的網上崇拜。我們已有一些團契恢復實

體聚會，然而，還有不少因為方便而繼續在網上進行。我們開始意識到，實體見面所

帶來的不同，以及為了實體見面所需要的自律和動力，令我們可以步出家門。其實這

些亦是我們獻給我們的主的祭。我們的敬拜在我們步出家門之前就已經開始了。 

毫無疑問，長時間的網上崇拜對聚會出席人數產生了影響。在我們的堂會中，大部分

的堂會都流失了大量的會眾。這些流失了的會眾能否隨著實體聚會的恢復而重新回來，

仍是有待觀察。而一個不可避免的後果 (雖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就是教會一部分的奉

獻顯著下降。但我們非常感恩，因為下降了的部分，皆被教會其他部分的奉獻的增加

得以補足。然而，這確實意味著，在未來一年，我們預計的支出將超過收入。雖然我

們能用儲蓄來彌補不足，但我們希望，恢復實體聚會和現金奉獻，能夠在未來的一年

有助我們填補預算的赤字。  

儘管疫情對我們教會有負面的影響，但教會的生活在其他方面也有一些非常積極的發

展。大量從香港移民的家庭對我們的粵語事工產生了重大影響，不僅增加了參加我們

粵語聚會的人數，而且造就了我們新的 Bolton 崇拜有一個很好的開始，首次聚會的人

數比預期多了一倍。因此，我們大部分的堂會雖然人數減少了，新來的人數已充分補

足了流失的人數。事實上，我們此時的總人數可能已超過了疫情之前的總人數。 

教會主日學的名額的需求大增，即使我們已增加了班級的數目，但我們仍未能滿足需

要，所以不得不將一些申請的學童放在後補名單。而且，因為老師人數有限，我們也

無法再增加我們收生的名額。  

房地產市場經過了一段平靜的時間後，在過去的六個月裡，有三幢不同的物業出售，

在某程度上，皆適合我們作教會的用途，而其中兩幢位於市中心。我們已經選出了其

中兩幢物業，並兩次出價競投，亦正考慮競投第三幢物業。在撰寫本報告時，我們其

中一次的投標已入圍頭三名之內，我們正禱告等待結果。我們還提交了一份擴建

Whalley Range 教會中心的規劃申請，希望增加多些課室和擴大廚房。 

最後，今年我們能夠開始對兩位主任牧師的候選人進行評估過程。在週年會員大會之

前，他們應已經在我們所有的堂會中至少講道一次。而在暑假期間，他們已經與執事

會的成員以小組形式會面，讓我們開始對他們和他們的配偶有點認識。明年，他們將

會向資深領袖主講一個講座，然後我們會邀請他們來曼徹斯特，以便我們可以與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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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見面，屆時他們將再次在我們的堂會中講道和有其他安排，以便我們可以認識他

們更多。在正式面試後，我們計劃在復活節後作出決定。  

雖然有疫情，但今年亦有其他的大事，亦為我們帶來一些獨特的挑戰，並為來年帶來

未知的因素。但我們期待在 2022年 8月份的公眾假期舉行第一次全教會的營會，請您

預留時間，因為我們期待營會內有特別的時刻！無論這一年有幾多好與壞，我們都能

看到主如何繼續在我們中間動工，所以，讓我們盡心、盡意地信靠祂，並忠心於祂呼

召我們傳福音和使人作門徒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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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 鄭加恩弟兄 

 

今年的教會實際收入共 £360,231，而實際支出共 £359,215。能夠親眼看見神的大能，

把原本今年預算有的赤字，轉為有 £1,016 的盈餘，實在要懂得感謝神的恩典與看顧。 

教會今年亦繼續努力地協助及支持其他福音慈善機構和宣教士。 

展望來年的預算，我們大部分的堂會都將會進行實體或混合形式的主日崇拜，所以教

會亦要開始支付不同場地的租金。這方面對我們來年的總支出將會有重大的影響。我

們需要繼續祈求上帝的供應，並弟兄姊妹的支持。 

其他細節希望大家在教會年報中的「部門開支及財政預算」繼續細閱。 

【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

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哥林多後書 9 : 6-7 

願大家明年繼續努力，共同建立神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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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報告 – 鄧樺謙弟兄 
 

在 2021 年，行政部在疫情限制中利用 Zoom 平台進行視像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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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加恩弟兄、Li-jen Huang 姊

妹、葉文玉姊妹、陸浩斌弟兄、李惟靖姊妹 、Rachel Lee 姊妹、戴方濤弟兄、楊艷群

姊妹、李俊成弟兄和高佳慧姊妹–各堂會有最少一位代表參與。 

因應社交距離措施開始放寬，各堂會也逐漸恢復實體主日崇拜。行政同工饒義成弟兄

和李惟靖姊妹與各堂會職員合作，進行場地風險評估和購買屏障和消毒用品等工作，

讓會眾們能夠安全地崇拜。我要感謝所有在這個艱難的時間不辭勞苦地工作的同工和

弟兄姊妹。 

教會執事會因應最新的相關指引，已檢視和更新教會的《保護安全政策》。在李惟靖

姊妹的協助下，大多數的教會政策已經完成檢視和更新，以及上載於教會網站，方便

各會眾瀏覽。行政部也設下目標，各個政策需要最少每三年進行一次檢視更新。現在

我們招募弟兄姊妹將各政策翻譯成中文，使更多會眾知道政策的內容。 

教會與曼城市政府商討延長教會中心的地契年期的工作已大致完成，使教會可以開始

計劃下一步的擴建工程，而執事會正在研究各種方案。另外，教會在曼城市中心附近

物色了幾個合適的地方，並出價競投，求主帶領我們擴展祂的國度。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

必指引你的路。】箴言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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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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主賜一切的祝福，雖然疫情令上一個學年所有的實體聚會被迫停止，我們仍可以在網上

進行 2020/21 年度教會主日學，還新開了粵語聖經班和英語會話班。亦十分感謝我們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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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主日學 

上一個學年 2020/21，大部份的課堂和聚會，包括聖誕慶祝和畢業頒獎禮，都是在網上進行。 

中文班的學生人數比往年少，有 92 人。我們繼續在中文班內播放聖經故事和短片，老師亦

會在課堂中有禱告時間。雖然今年的中文科公開考試取消了，但是在老師們的努力下，我們

會考班的同學亦能以老師評級的方式取得成績，而且大部份的同學都獲得了最高等級的成績，

讚美主！ 

聖經班的人數有 29 人，分成三班。另外，因有大量的香港移民，所以由三月份開始，加開

了一班粵語聖經班，有 23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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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只是網上授課！ 

由粵語午堂負責每月一次的家庭親子崇拜，鼓勵家長與子女一起敬拜上帝。網上的家庭親子

崇拜通常有 20-25 個家庭參加，漸漸地成為了新來英的香港家庭彼此認識的地方。 

華少團約有 30 人和 10 位領袖，其中包括國語堂會的青少年。一些青少年更參加了網上的北

英倫春令會青少年營和基督教華僑佈道會舉辦的網上青少年營和實體地區聚會。 

在新一個學年 2021/22，主日學恢復了實體課堂和聚會，但因為在 Didsbury 的原場地不能再

給我們租用，我們只能遷到在 Sale 的新場地。今年參加主日學的人數，無論是中文班、聖經

班、華少團、家長會和家庭親子崇拜，都大大增加。主日學事工的挑戰極大，除了是新的地

方和人數大增外，疫情仍然嚴峻，請為我們禱告！ 

英語會話班 

因著新的香港移民家庭的需要，所以今年三至六月，兒童事工傳道韋詩樂姊妹和黃林玉香傳

道安排了網上英語會話班，幫助兒童提高英語會話能力，約有 40 人參加。 

堂會兒童及青少年事工 

當各堂恢復實體聚會後，個別堂會的兒童及青少年事工的需要將會增加，特別是新開始的

Bolton 粵語主日崇拜。本部和兒童事工傳道會繼續向個別堂會提供兒童及青少年事工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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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部報告 – 劉健志主任牧師 
 

自去年夏天以來，大曼城區幾乎一直在實施封城（英國其他的地區並不是這樣！），

這對我們社區宣教活動直接產生了重大影響。聖誕節和農曆新年的公眾慶祝活動被取

消了，我們在這些節日的常規活動也隨之取消。然而，我們盡最大的努力調整，並提

供了網上的替代方案。英語的聖誕詩歌崇拜在網上進行，事實上比教會中心可能容納

參與的人數更多。在農曆新年期間，各堂會都舉辦了網上慶祝活動，並取得了不同程

度的成果（就參加的朋友和新人的數目而言）。 

去年，我們的宣教週因封城而不得不取消。但今年，因為我們有更多時間準備和更多

的 Zoom 平台經驗，我們得以在整個教會組織了持續一週的禱告會，並由我們的宣教

士和多個本地的基督教機構代表帶領。這一週的禱告會非常成功，通過網上禱告會，

我們有更多的了解、參與和支持我們的宣教士和我們所邀請的機構的事工。至少有一

個堂會，宣教週激勵了他們在今年持續每月專注地記念一個宣教機構。 

去年夏天的網上講座顯著增加了香港 (BNO)移民對曼城教會的認識，這為我們後來的

事工奠定了基礎。我們已見到有大量新來的香港家庭參加我們的粵語崇拜，更見到新

近十月份開始的 Bolton 崇拜人數有一倍的增長。我們為 HKUK 組織就 BNO 事宜提供了

諮詢幫助，並已經與 Christ Central（另一間在曼徹斯特的本地教會）合作提交了一份

申請書，申請資助去擴展我們在香港移民中的佈道工作。海外基督使團邀請我們和基

督教華僑佈道會合作，一起在明年的春季會議中，就這個主題帶領研討會。 

我們也很高興在九月份差遣了新一位在英語事工的宣教士，教會將提供經濟和禱告支

持，直到他們從宣教工場退休為止。反之，不是令人那麼高興的是，我們最近才開始

支持的宣教士﹙Zia 和 Mark Muller 夫婦﹚， Zia 姊妹正在接受癌症治療。這對他們的

事奉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他們仍然有喜樂和信心，請大家繼續為他們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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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永恩堂報告 – 邱李惠霞姊妹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箴言 17:22 

這年又是一個充滿挑戰的一年。有如其他的堂會，永恩堂也受到冠狀肺炎的影響。全

部主日崇拜和查經班都只在網上 Zoom 平台進行。感謝神我們有幸地能夠在九月五日

進行實體/網上混合方式的崇拜以及慶祝永恩堂 12 周年紀念。 

我們感謝主，能在 Zoom 平台繼續進行主日崇拜。我想特別感謝一班技術人員以及堂

會每個職員的辛勞，在疫情限制期間他們的工作確保永恩堂主日崇拜能夠順利進行。

願神賜給他們力量和智慧，繼續為堂會盡力事奉。 

現在永恩堂主日崇拜出席人數大多超過 100 人。雖然弟兄姊妹在疫情中未能互相探

望，但是我們仍然以電話和社交媒體互相聯絡交通。我們當中有越來越多的香港家庭

參加我們的主日崇拜。有部份已經來到曼徹斯特和鄰近地區定居，也有一部份仍在香

港。我們亦為剛到達的香港家庭舉辦了一次前往湖區的郊遊活動，參加人數超過 100

人。 

我們藉著網上分享聚會，向他們提供資訊，讓他們能更有計劃和更容易在英國適應定

居。另外，我們亦能與他們建立關係，希望未信主的朋友能認識到教會和福音。我們

已經舉辦了 13 個英國生活分享會，並在 2021 年 9 月 26 日舉辦了一個英國稅務的網

上分享會。這個特別的分享會有超過 270 名參加者。感謝主這些事工能榮耀衪的名。 

我們開始恢復堂會祈禱會，並從九月份起，由原來的每月第一個和第三個星期二晚上

七時半開始進行一小時，更改為每月第二個和第四個星期一晚上進行。願主讓我們眾

人有一個熱愛祈禱的心和尋求祂的旨意。 

我們繼續使用「四海讀經會」的課程資料去查考馬太福音，現在我們有 45 位學生。

這課程是由 2021 年 1 月 11 日開始，將會在 2022 年 2 月 7 日完結。願神帶領我們的

學習和認識衪更多。 

我們還有很多與大家分享的事，鼓勵你與我們堂會領袖聯絡，了解我們的想法和需

要。請為我們堂會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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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午堂報告 – 張翁慧玲姊妹 
 

回顧過去不平凡的一年，所有大大小小的轉變，我們實實在在經歷了以賽亞書 55 章 9

節的這一節經文：【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

你們的意念。】 

自從去年三月政府實施封城和關閉學校，午堂主日崇拜便移至網上平台 Zoom，到十

月份主日學在網上開課後，午堂仍維持不同時間的網上崇拜 (Bolton 崇拜:下午一時

半，每月一次家庭崇拜:下午一時半， 餐福崇拜:下午三時半，好消息崇拜:下午五時

半)。直至今年七月底，粵語午堂恢復主日下午一時半在教會中心實體崇拜，及同時在

網上進行。 

在聖誕節及復活節期間，我們舉行了兩次網上佈道會，當中有一人信主。雖然我們未

能到安老院探訪，但是我們在網上進行了安老院聖誕報佳音，與長者見面，分享聖誕

喜訊。 

在五月底我們舉辦了一次親子旅行活動，八月份就舉辦了三日兩夜的親子露營，當中

有很多最近一年從香港移居到曼城的家庭參加。 

六月份邀請了香港的宣教士為我們在網上舉辦了一個穆斯林宣教課程。 

這一年各團契和查經班一直都在網上進行，而暑假過後有些已恢復實體。 

原定隨著主日學十月份恢復實體課，粵語午堂將從教會中心搬回去 Barlow RC 中學進

行崇拜。 突然在九月頭收到租務公司通知不能再提供場地給我們，但原來神為我們有

更好的安排。結果我們在短時間內租用到位於 Sale 的 Sale High School，能夠如期在十

月份開始實體主日學及崇拜。 

最近一年移居到曼城的香港家庭有很多都是住在 Sale 及鄰近地區，新的崇拜地點更能

方便及吸引他們來參加。這幾星期出席的人數都有超過一百人及有很多新家庭，特別

是在家長會及家庭崇拜的人數都比疫情前增長了很多。 

粵語午堂 Bolton 的弟兄姊妹為植堂尋找合適地方已祈禱了好一段時間，直至今年九月

差不多同一時間找到 Canon Slade School，十月份第二個星期日早上十時半開始了第一

次主日崇拜。   

主的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祂的恩典夠我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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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家庭堂報告 – 劉健志主任牧師 

 

自八月以來，家庭堂會回到 Whalley Range 教會中心實體崇拜，並以混合形式進行。

由於三個月都沒有發生任何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所以從十一月七日起不再有 Zoom網

上崇拜。長時間在網上崇拜影響了參與的人數，人數下降至平均約二十人左右。我們

希望在全面恢復實體崇拜後，有更多會眾﹙尤其是年輕的家庭﹚回來參與崇拜。 

每次主日崇拜的開頭，我們都有一個精心安排的家庭敬拜時間，重點放在孩童的敬

拜、祈禱和教導上，這段時間用了崇拜的頭半個小時。我們正計劃擴展我們的兒童事

工，並在成人聽道的時間，為年齡較大的兒童提供聖經班。但這計劃的實行將取決於

能否招募足夠的人手來提供四組的老師，令每組兩位老師每月只需負責一次的課堂。

另外，每兩個月一次，潘雅韻長老和 Linda Poon 姊妹帶領家長和幼兒進行 “祈禱、烘

焙和耶穌”的活動。隨著限制的解除，最近在 Whalley Range 教會中心恢復了實體聚

會，兩個英語堂會的家庭都有參加。 

家庭堂會共有四個團契：本地居民團契（主要是堂會的年長成員）、夫婦團契（主要

是年輕夫婦和家庭）、女士團契和男士團契。女士和男士團契由於疫情在網上進行，

平日忙碌的人亦較為容易參加，團契得以蓬勃發展，而間中的戶外聚會也被受男士們

的歡迎。 

來年，我們很高興堂會的職員會將會有新的主席上任，亦有一位會員首次加入成為職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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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7:15 堂報告 – 潘雅韵長老 

 
【因為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存到永遠；他的信實直到萬代。】﹙詩篇 100:5﹚ 

2021 年對於 7:15堂會的許多人而言，雖然是充滿變化和堅忍的一年，不過主仍是美善

和信實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祂是當得我們的讚美的。在八月份以混合形式的崇拜

開始之前，主日崇拜一直只是在網上以 Zoom 的形式進行。 在 Zoom 的崇拜的出席率

與疫情之前相比有明顯下降，其中有些會友和新朋友選擇在「臉書」參與崇拜。自從

恢復實體崇拜後，有些會友因擔心與一大群人在一起，所以仍然選擇參與網上崇拜。 

堂會的異象是成為一群身負大使命的門徒群體，我們在各自的前線刻意地作成上帝的

使者。London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ristianity 學院的小組討論系列 『在前線如何

結出果實累累的生命』，幫助我們重塑和反思如何在前線成為上帝的手和腳，向身邊

的人展示出上帝的愛。在這一年裡，我們有機會認識到在曼徹斯特的一些宣教機構，

學習如何在實際行動上和禱告上與他們同工。我們聽到會友的見證分享都有極大的激

勵，特別是分享我們與 Bread And Life International 在菲律賓的短宣，我們親眼所看見

上帝的大能和神蹟奇事。 

堂會會眾今年聚焦在禱告。在大齋期，我們用聖經手機程式一同完成了三十天的禱告

挑戰。在九月份，當我們其中一人預備前往中東的期間，我們一起每日用禱告日記和

每個禮拜五一起聚集為他禱告。在九月底，會堂為他所舉行的差遣禮更意義重大，上

帝藉此提醒我們祂所交付給我們的大使命。而對他而言，就是上帝呼召他將福音帶到

未得之民當中。 

在團契小組中，我們一起探討如何成為一個以福音為中心的群體。一個十分重要的提

醒是，我們可以愛，因為祂先愛我們。這是塑造我們彼此相愛的基礎，並塑造我們如

何能夠成為一個怎樣的群體。大學開課以後，我們重新啟動學生事工，學生每周都有

聚會，有些新學生也開始參加我們的主日崇拜。 

堂會的營會主題是『重新連結』-重新與我們的前線連結，上帝的7:15群體。整體上，

營會刻意為大家提供一個連結的空間，也提醒我們要連結對上、對內和對外事奉的呼

召。 

無可否認，主對我們永遠是信實的。當我們前瞻新的一年，我們禱告，將會是充滿著

見證主的美善、慈愛和信實的一年。並且，在群體的蛻變過程中，上帝繼續培育新的

領袖，使他們擁有面對困難所需要的恆心和方向。同時，也使我們能繼續在此城市和

更遠之地為上帝的國度大發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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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 Brunswick 及以勒堂報告 – 陳建峰弟兄 
 

主日敬拜 

主日敬拜依然在線上進行，並計劃十一月第一周恢復實體敬拜。每個主日線上聚會平

均有 40-50 個賬號加入（有的為夫妻共用或父母孩子同鏡）。聚會結束之後的小組分

享、代禱參加人數在 5 至 10 人之間。雖然規模不大，但有的是從中國大陸加入的，

讓我們看到主愛的連接。主日聚會之前的禱告會也在持續進行著。 

兒童短講 

每個主日的兒童短講有官李靜勤姐妹來帶領。全年覆蓋了使徒行傳、聖靈和路得記。 

學生團契 

團契查經學習了路加福音、使徒行傳。解封之後每隔一周進行一次實體聚會。聚會人

數一般是 15-20 人。其中，四分之一為在校學生，其餘是畢業後工作的職業青年。團

契開始嘗試一種以故事為主線的查經方式，受到大家的歡迎。今年的線上迎新非常成

功，吸引了近十位新人留在團契裡。 

小組活動 

儘管有疫情限制，小組活動依然大受歡迎。在疫情封城期間成功地舉行過各種線上游

戲、娛樂和表演節目，兒童的配音話劇《迦南婚宴》給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解封後

大家利用中秋之際，組織弟兄姊妹製作月餅，用以關心有需求的弟兄姐妹、傳遞愛

心！ 

關懷牧養 

在疫情封城期間許多弟兄姐妹直發組織起來為患腦部腫瘤的主內肢體進行 40 天接力

禱告，讓身體軟弱的弟兄姐妹大受鼓舞，走出靈性低落的谷底，更多地加入主內肢體

的交通和連接。解封之後，關懷活動在各個小組迅速恢復起來，彼此更加走進對方，

在主裡更好地連接。 

禱告事工 

每周主日敬拜開始之前開展在線禱告室，弟兄姐妹自由加入分享，為各自的需求和主

日的聚會禱告。敬拜結束之後，也有一些弟兄姐妹留下參加小組的分享和彼此的代

禱。事工規模雖然不大，人數在 5-10 人之間，但大家的心彼此走得更近了，在主裡的

關係更加融洽！ 

浸禮和會員 

共有四人完成了浸禮培訓課程，九人成為了教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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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勒堂 

以勒會眾有九名成員，其中一些從事批發業務，另一些則經營中餐外賣。他們曾經定

期在其中一個倉庫舉行主日崇拜和聖經學習，但自從新冠大流行爆發以來，這些聚會

都停止了。後來，他們中的一些人加入了 Brunswick 線上敬拜，但其他人沒有。最

終，他們決定在十月的下午五點至晚上八點舉行線上敬拜和查考聖經。此後，他們定

期見面，出席人數通常為 8 至 9 人。儘管他們和我們許多人一樣度過了非常艱難的一

年，但小堂會仍在繼續運作。 

1. 他們的身體、精神和靈命狀態不錯。 

2. 他們都已恢復營業，在疫情封鎖期間沒有報告任何財務困難。  

3. 每周都可以參加主日崇拜和查經，一起團契。自從新的封城措施以來，奉獻數

目有所下降，因為他們都習慣於以現金形式奉獻。之後，在教會辦公室可以重新接收

現金奉獻時，奉獻的數目已經回升了。 

4. 以勒會眾有幾個人的微信禱告群，可以互相分享禱告。  

5. 最重要的是，一些以勒成員非常積極地傳福音。今年，他們組織了 1200 瓶消毒

洗手液，並向本地講英語的人分發了近 1000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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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 Altrincham 堂報告 –郭寶強弟兄 
 

Altrincham 堂每個主日大約有 25 人參加 Zoom 主日聚會，另外，青少年大約有 10 人

參加教會 Zoom青少年主日聚會。 

我們有三個查經小組和一個姐妹關愛團契，分別由郭寶強/張秀芬、李承剛/丁洪志、

姚清心、謝歸燕帶領。有些姐妹參加了由 Brunswick 堂主辦，Mark 和 Zia 主講的育兒

課程。 

在疫情期間，堂會核心同工小組成員為老年人、單身家庭、獨居、重病、失業人員提

供關愛和幫助。 

堂會各查經小組在 Zoom 上慶祝農曆新年，有許多新的家庭被邀請加入。 

堂會於四月份在 Zoom 上舉行了 2021 年耶穌受難日默想會。 

堂會有弟兄姐妹參加了北英倫春令會 Zoom 線上營會，另外，堂會青少年也參加了

Zoom 青少年組營會。 

堂會有 10 個弟兄姐妹參加了 COCM 2021 年『暑期歡樂家庭營』 營會。 

堂會各查經小組組織了外出旅遊。其中包括：五月有十多個家庭去了 Dunham Massey 

Park，八月去了 Quarry Bank 和 Rudyard Lake。 

我們邀請了官李靜勤姐妹在堂會主日崇拜時給孩子們做兒童短講。 

Altrincham 堂有一個圖書室，圖書室大約有 30 本全新的基督教靈性書籍。 

堂會十月份在 Zoom 上慶祝 Altrincham 堂成立七週年。 

我們有九名成員參加了心靈盼望同輩輔導基礎課程。課程為期一年，每月一次，已經

於今年九月份結束，所有參加者都獲得了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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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曼城華人基督教會週年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二零二零年曼城華人基督教會週年會員大會因疫情社交距離的限制無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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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曼城華人基督教會普通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二零二一年曼城華人基督教會普通會員大會亦因當時疫情繼續有的限制無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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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度執事/職員 

教牧同工/職員 

牧師  

 

劉健志主任牧師 

郭志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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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林玉香傳道 

姚清心傳道  

韋詩樂傳道﹙兒童事工﹚ 

張萬明傳道 

張建強傳道 

羅智行傳道 

行政主任 李惟靖姊妹 

兼職行政助理 饒義成弟兄 

 

執事會 

主席  洪榮雄長老  

教會文書  (暫缺) 

教會財政 鄭加恩弟兄  

牧師  

 

劉健志主任牧師 

郭志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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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nswick堂執事  

 國語Altrincham堂執事  

 

邱李惠霞姊妹，鍾瑜榮弟兄  

張翁慧玲姊妹 

劉健志主任牧師(代任) 

潘雅韵長老(代任) 

陳建峰弟兄 

高寶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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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健志主任牧師(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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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委會  
 

粵語永恩堂 

主席及堂執事  邱李惠霞姊妹 

堂執事及迎新及關顧 鍾瑜榮弟兄 

佈道聯絡  羅弘建弟兄 

總務 陸浩斌弟兄 

文書 薛偉儀弟兄 

財政 邱國強弟兄 

崇拜 薛偉儀弟兄 

禱告 譚曾普弟兄 

副佈道聯絡 李秀賢姊妹 

培訓工作 黃林玉香傳道 

教牧同工 

黃國華牧師 

黃林玉香傳道 

張萬明傳道 

 

粵語午堂 

主席及堂執事  張翁慧玲姊妹 

粵語午堂堂委 
葉文玉姊妹 

徐新寧弟兄 

總務 (暫缺) 

佈道聯絡  (暫缺) 

中文班代表 梁觀明弟兄 

餐福代表 李永鈞弟兄 

教牧同工 
郭志忠牧師 

雷柏園長老 
 

英語家庭堂 

主席 劉健志主任牧師(代任) 

文書  高佳慧姊妹 

佈道聯絡 (暫缺) 

團契事工 潘樂源弟兄 

總務 李俊成弟兄 

教牧同工 

洪榮雄長老 

祈仁耀長老 

韋詩樂傳道﹙兒童事工﹚ 

羅智行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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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7:15 堂 

主席 潘雅韵長老 

崇拜 Helen Tsang 姊妹 

敬拜 Ken Chan 弟兄 

祈禱 官諾茵姊妹 (2021 年八月離任) 

團契 Samuel Tsui 弟兄 

佈道聯絡 王慧姊妹 

文書 Rachel Lee 姊妹 

教牧同工 劉健志主任牧師 

羅智行傳道 

 
國語 Brunswick 堂 
 

主席及堂執事 陳建峰弟兄 

副主席 張文忠弟兄 

文書 張小燕姊妹 

財政 張小燕姊妹 

行政 Li-Jen Huang 姊妹 

宣教事工堂委﹙佈道聯絡﹚ 張文忠弟兄 

祈禱事工堂委 Li-Jen Huang 姊妹 

關懷事工堂委 林小華姊妹 

兒童事工堂委 官李靜勤姊妹 

廚房事工堂委 余玲姊妹 

學生團契堂委 鄭薇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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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同工和關懷牧養 張建強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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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 Altrincham 堂 
 
 

堂執事 郭寶強弟兄 

堂委會主席  李承剛弟兄 

副主席   周建國弟兄 

財政 徐碧雲姊妹 

敬拜讚美事工堂委 丁洪誌弟兄 

宣教事工堂委﹙佈道聯絡﹚   肖文峰弟兄  

青少年主日學事工堂委   楊艷群姊妹 

兒童主日學事工堂委 謝歸燕姊妹 

成人主日學事工堂委 戴方濤弟兄 

關懷事工 周川吉弟兄 

教牧同工  
洪榮雄長老 

姚清心傳道 

 

 

國語常務委員會 
 

主席 洪榮雄長老 

文書 姚清心傳道 

國語堂會執事 
陳建峰弟兄 

郭寶強弟兄 

委員會成員 
李承剛弟兄 

周建國弟兄 

教牧同工 

劉健志主任牧師 

張建強傳道 

姚清心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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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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加恩弟兄 

堂會代表 

     永恩堂 

     午堂 

     家庭堂 

     7:15堂 

     Brunswick堂 

     Altrincham堂 

 
陸浩斌弟兄 

葉文玉姊妹 

李俊成弟兄、高佳慧姊妹 

Rachel Lee 姊妹 

Li-Jen Huang 姊妹 

(暫缺) 

教牧同工 
劉健志主任牧師 

祈仁耀長老 
李惟靖姊妹 

 

兒童及青少年部 

兒童及青少年部部長  郭志忠牧師(代任) 

中文班及公開試負責人  張翁慧玲姊妹 

中文班負責人 衛德恩姊妹、鄧慧玲姊妹 

聖經班負責人 何嘉俊弟兄 

華少團負責人 官忠麟弟兄 

教牧同工 韋詩樂傳道﹙兒童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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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nswick 堂 

     Altrincham 堂 

 
羅弘建弟兄 

(暫缺) 

(暫缺) 

(暫缺) 

張文忠弟兄 

肖文峰弟兄 

教牧同工 

郭志忠牧師 

黃國華牧師 

姚清心傳道  

韋詩樂傳道﹙兒童事工﹚ 

羅智行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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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ustees are pleased to present their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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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urch was actively looking for a permanent home in or near the city centre. Our three city 
centre based congregations were in rented buildings. However, the Covid 19 pandemic has turned 
things upside down. Due to tight restriction rules on public worship, we had moved all Sunday 
services online using Zoom as the preferred platform. We have however moved back to hybrid 
(physical/Zoom)  worship in our Whalley Range church buildings (our two English congregations and 
one of the three Cantonese congregations). We are still using zoom for those who choose to 
continue online service. The other Sunday services in Mandarin and Cantonese language ministries 
likewise had moved back to rented buildings for hybrid (physical/zoom) services.

Sunday school continues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with Bible and Chinese classes. Due to the ongoing 
Covid 19 pandemic, our Chinese and Sunday school ministry has managed to move to online teaching 
and training smoothly from October 2020. Some Bible Classes were created (Cantonese Bible classes) 
during this pandemic. From beginning of October 2021, the children and youth ministry on Sunday 
with the Bible and language classes have found their new rented home at Sale High School. Thank 
God for His provision.

The church continued to consolidate the work among Chinese people. One of the main development 
is the ministry of help among new immigrants from Hong Kong (BNO holders or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Passport holders) whilst continuing to work among the local Cantonese/Mandarin Chinese 
population and second generation Chinese families. The ministry amongst the BNO group include 
seminars about life in UK and Manchester, advice centre services, children and youth ministries.

Our weekly free advice session (MCCC Advice Centre) for people with day to day needs have moved 
to telephone consultation and virtual technology after the lock down between  March to May  2020, 
and has continued to remain online/telephone services (limited face to face services by 
appointment). The service has been well received by the community. We have continued to support 
a food bank in south Manchester. 

The other very important development is the Church constitution review. This has taken us sometime 
and we hope it will be adopted soon. The Constitution review committee has worked tirelessly to 
ensure we now have the latest version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We thank them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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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REVIEW
Total income for the year was £364,568 (2020: £340,823)(see page A1.10). Total expenditure for the 
year was £360,954 (2020: £343,432)(see page A1.11), leaving a surplus of £3,614 (2020: deficit 
£1,809).

At 30th September 2021 the charity’s reserves stood at £1,555,617 (2020: £1,552,003)(see page A1.7) 
of which £629,287 (2020: £65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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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621 (see page A1.7). In the current year the charity requires £64,645 for redundancy provision, 
plus £17,642 for running costs. The charity's reserves are thus sufficient to meet the Reserves Policy.

PLANS FOR THE FUTURE
We are grateful to our members for their generous financial support over the years. We are thankful 
that church members have continued to contribute to the church spending and has been able to 
shoulder this added financial burden. We are hoping to do refurbishment and extension work at our 
Whalley Range Church Centre which is a major project. We are also actively looking to recruit the next 
Senior Pastor in next 12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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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ctober 1970 as amended 
on the 6 JUNE 1976 as amended February 1984 as amended on 26 Jan 1985 as amended on 17 Jun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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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s a member of the 
Evangelical Alliance of the United Kingdom (EA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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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人提交截至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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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英國和愛爾蘭共和國的財務報告標準公佈 (FRS 
102) (由2015年1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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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仍然繼續嘗試在市中心購買一個永久的會址。位於市中心的幾個堂會均要租用地方聚會。

話雖如此，在新冠病毒疫情下，加上政府收緊聚集限制措施的影響，我們去年所有的主日崇拜

都要移至 Zoom 網絡視像平台進行。直至現在，兩個在教會中心的英語堂會及一些粵語堂會已
經選擇以混合形式(實體及網路平台)進行崇拜。國語堂會亦會在來年開始混合形式進行崇拜。

主日學的運作依舊仍然包括中文班及聖經班。同時亦由於疫情措施的影響，由去年十月起，中

文班及聖經班亦已順利移至網上進行。感恩地，去年增加了新的粵語聖經班別。由今年十月起，

中文班，聖經班及青少年事工將會租用一個新的地方進行。

教會繼續鞏固華人事工。其中一個新的發展是向由香港來的新移民提供幫助及支持。這些事工

包括英國生活講座，諮詢中心服務與兒童及青少年事工。教會同時亦繼續發展向本地操廣東話

及國語的華人和第二代華人家庭的事工。

在疫情下，每個星期的華人諮詢中心免費服務亦已轉為在電話及視像平台進行。這項服務繼續

受到社區的好評。我們亦繼續支持曼城南區的一個食物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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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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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568 (2020: £340,823)(見附錄A1.10)。該年的總支出為 £360,954 
(2020: £343,432)(見附錄A1.11)，剩餘 £3,614 (2020: 虧損 £1,809)。

在2021年9月30日，慈善機構的準備金為 £1,555,617 (2020: £1,552,003)(見附錄A1.7)，
其中 £629,287 (2020: £65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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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621 (見附錄A1.7)。
該慈善機構在本年度需要提供 £64,645 應付裁員，另加 £17,642 的運營費用。儲備金現符合需求。

未來計劃

我們感謝弟兄姊妹們多年來的慷慨奉獻和一同支持財政上的負擔。我們希望使用建堂基金，計

劃在教會中心做裝修和擴建。我們亦希望在未來12個月內聘請到新的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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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1970年12月7日。管理檔是1970
年10月4日通過的一項憲章，於1976年6月6日修正，並於1984年2月、1985年1月26日和1989年6
月17日進一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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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教會與曼徹斯特地區的其他教會合作，同時也是英國福音聯盟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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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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nchester

M16 7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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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562

J Yau 邱李惠霞姊妹 (Cantonese Eternal Grace Congregation Co-ordinator 粵語永恩堂執事)

S Pan 潘雅韵⾧老 (Elder 教會⾧老) 

B Cheng 鄭加恩弟兄 (Treasurer 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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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F Chen 陳建鋒弟兄 (Mandarin Brunswick Congregation Co-ordinator 國語Brunswick堂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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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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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S Ang 洪榮雄⾧老 (Elder/Chairman教會⾧老/執事會主席)

E Keasberry 祈仁耀⾧老 (Elder教會⾧老) 

J Lay 雷柏園⾧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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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hung 鍾瑜榮弟兄 (Cantonese Eternal Grace Congregation Co-ordinator 粵語永恩堂執事)

W L J Yoong 翁慧玲姊妹 (Cantonese Afternoon Congregation Co-ordinator 粵語午堂執事)

Independent Examiner 
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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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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21 2021 2020

£ £ £ £

Income and endowments from : 收入和捐贈

Donations and legacies 捐助和遺產 2a 321,142 28,199 349,341 323,446

Charitable activities 慈善活動 2b 1 1 981

Investments 投資 2c 11 6,413 6,424 7,402

Other income 其他收入 2d 8,802 8,802 8,994

Total Income 總收入 329,955 34,613 364,568 340,823

Expenditure on: 支出

Charitable activities 慈善用途 3.1 304,313 9,849 314,162 304,979

Gifts and Donations 對外捐獻 3.2 0 46,792 46,792 38,453

Total expenditure 總支出 304,313 56,641 360,954 343,432

Net (expenditure)/income 淨 (支出)/收入 25,642 (22,028) 3,614 (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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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42 (22,028) 3,614 (2,609)

Total funds brought forward 年初資金 7 - 9 900,688 651,315 1,552,003 1,554,612

Total funds carried forward 年結資金 7 -9 926,330 629,287 1,555,617 1,552,003

The notes on pages A1.8 to A1.18 form part of these accounts.

A1.8至A1.18頁上的附錄構成這些帳戶的㇐部分。

All the above amounts relate to continuing activities of the charity.
上述所有金額都與教會的持續活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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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2021 2020

£ £

Fixed assets 固定資產

Tangible fixed assets 有形固定資產 4 345,709 356,333

Current assets 流動資產

Debtors 債務人 5 53,033 48,105

Cash at bank and in hand 銀行存款和現金 1,160,755 1,165,259

Total current assets 資產總值 1,213,788 1,213,364

Current liabilities 流動負債

Creditors: amounts falling due within one year 6 (3,879) (17,694)

債權人: 金額在㇐年內到期

Net current assets 1,209,909 1,195,670

淨流動資產

Total assets less current liabilities 1,555,617 1,552,003

總資產減去流動負債

Funds : 資金

Restricted funds 有限制用途資金 7, 9 629,287 651,315

Unrestricted funds 無限制用途資金 7, 8

General fund 日常奉獻 46,695 (1,542)

Designated fund 指定奉獻 879,635 902,230

1,555,617 1,552,003

Approved by the Trustees on 

and signed on their behalf by

Y S Ang

Trus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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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教會年度財務報告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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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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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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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 會計政策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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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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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20

Funds Funds Total Total

無限制資金 有限制資金 總資金 總資金

2021 2021 202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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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ations – Building Fund 建堂奉獻 -                   2,910 2,910 5,300

Donations – Compassion 助養兒童 -                   700 700 330

Donations – General Offering 日常奉獻 262,215 -                   262,215 243,547

Gift Aid 慈善捐款補助 47,442 3,817 51,259 51,600

Donations – Mission Fund 宣教奉獻 -                   11,001 11,001 2,567

Donations – Sunday School 主日學 5,010 -                   5,010 6,235

Donations – Other 其他奉獻 640 9,771 10,411 13,317

Holy Communion offering 聖餐奉獻 3,000 -                   3,000 550

Gifts for Ministers 2,835 -                   2,835 0

NEEC 北英倫春令會 -                   1 1 11

Total 共 321,142 28,200 349,342 323,457

b. Charitable activities 慈善用途            £            £            £            £

Fundraising 建堂籌款 -                   0 0 970

-                   0 0 970

C. Investments 投資            £            £            £            £

Bank interest 銀行利息 11 6,413 6,424 7,402

11 6,413 6,424 7,402

d. Other income 其他收入            £            £            £            £

Rental income 租金收入 8,802 -                   8,802 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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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2 -                   8,802 8,994

Total income 總收入 329,955 34,613 364,568 34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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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penditure on: charitable activities 支出: 慈善用途

To advance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mong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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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20

Direct charitable expenditure 直接慈善支出:                 £                 £

Missions outreach 宣教事工 1,771 5,599            

Sunday school 主日學 3,771 4,596            

Worship costs 崇拜 150 2,632            

Venue hire 場地租用 10,857 34,018          

Theological fund 神學基金 2,430 500               

NEEC 北英倫春令會 8 -                    

Donations and gifts 對外捐贈 46,792 38,453          

65,779          85,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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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ff salary & NIC costs 同工薪金 245,484 201,540        

Travel expenses 交通支出 1,873 8,513            

Office costs 辦公室費用 319 869               

Total Pension Contributions 退休金總供款 11,874 2,953            

Ex Gratia 特惠金 0 -                    

Premises Costs 樓宇費用 -773 15,173          

Training 培訓 0 360               

Advertising (Herald) 號角廣告費用 1,995 1,536            

Insurance 保險 1,345 2,322            

Sundry expenses 雜項費用 10,064 8,045            

Motor expenses 小巴費用 2,709 2,690            

Bank Charges 銀行費用 212 161               

Professional fees 專業費用 7,324 -                    

Payroll fees 工資計算費用 924 814               

Accountancy 會計 1,200 1,200            

Depreciation 折舊 10,625 11,457          

295,175        257,633        

Total expenditure on charitable activities 總慈善支出 360,954        343,432        

£56,641 (2020: £46,242) of the above expenditure is restricted expenditure. (see page A1.17)
上述開支，其中 £56,641 (2020: £46,242) 是有限制用途開支。(見附錄A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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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penditure on: charitable activities 支出: 慈善用途

b. Staff Costs  職員薪俸

2021 2020

£ £

Gross wages and salaries 工資和薪金毛額 238,744        190,664        

Social security costs 社會保障費用 15,394          11,692          

Employer Pension Contribution 雇主退休金供款 4,443            2,944            

Ex Gratia 特惠金 -                    -                    

258,582        205,300        

The above staff costs figure includes remuneration of 3 trustees/pastors totalling £79,445 who 
are pastors. This remuneration is not for serving as trustee. (2020: £78,500)

上述職員薪俸數字位包括三位信託人/牧師的薪酬，共計£79,445英鎊，他們是受薪牧師，

這報酬並不是因為他們作為信託人。(2020: £7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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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20

Pastors 牧師 3 3

Other ministers and admins 其他同工 6 6

9 9

No out of pocket expenses were reimbursed to trustees in the year (YE 2020: £nil) 
在本年度內, 未有任何開支被發還予信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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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ANALYSIS OF GIFTS AND DONATIONS 其他及對外捐獻支出分析 2021 20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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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5 2,000

Barnabus (Manchester) 巴拿巴士 (曼城) 1,181 1,081

BBC Children in Need 英國廣播公司兒童籌款 -                    270

Brunswick Parish Church - 5,000 -                    

Bridging the Gap - -                    3,680

Chinese Overseas Christian Mission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4,000 4,300

CCREF 餐福 500 500

Compassion UK 英國助養兒童 1,591 1,432

Grac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Church - 1,000 -                    

Love Your Neighbour - 710               1,172

Hardship 慈惠 -                    4,700

Message Trust - -                    270

Mind the Gap - -                    135

OMF International 海外基督使團 1,300 595

Open Door 敞開的門 -                    55

Operation Mobilisation 世界動員會 1050 -                    

Salvation Army 救世軍 3,005 3,005

Tear Fund 淚基金 550 550

World Horizon - 350 -                    

29,092 29,745

b) Individuals: 個人

Miss Annee Yiping Jiang - Missionary 200 2,400

Miss Sheila Reid - Missionary 韋詩樂宣教士 -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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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Mark Muller & Mrs Zia Muller - Missionary Mark & Zia夫婦 12,000 0

17,700 8,708

46,792 38,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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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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初值 325,000 85,223 42,701 56,443 509,367

Disposals 賣掉/丟棄 -                     -                         -                 -                     -                     

Revaluation 重估 -                     -                         -                 -                     -                     

Additions in the year 年內增補 -                     -                         -                 -                     -                     

Balance As at 30 September 2021 年終值 325,000 85,223 42,701 56,443 509,367

Depreciation 折舊:

Balance As at 01 October 2020 年初值 31,301 33,795 37,221 50,717 153,034

Disposals 賣掉/丟棄 -                     -                         -                 -                     -                     

Revaluation 重估 -                     -                         -                 -                     -                     

Charge for the year 本年折舊 7,342 1,029 822 1,432 10,625

Balance As at 30 September 2021 年終值 38,643 34,824 38,043 52,149 163,659

Net Book Value 賬面淨值:

Balance As at 30 September 2020 去年終值 293,699 51,428 5,480 5,726 356,333

Balance As at 30 September 2021 本年終值 286,358 50,399 4,658 4,294 34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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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that time.

A revaluation of freehold property 234 Kings Road, Chorlton was carried out by the truste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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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ew 
valuation has been scheduled for this coming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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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人將會於今年再次進行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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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ebtors 

債務人 2021 2020

£ £

Prepayments 預付款 3,993             0

Other Debtors 其他債務人 49,040 48,105

Total 總值 53,033 48,105

6. Creditors: Amounts falling due within one year 

債權人: 一年內到期的金額 2021 2020

£ £

Creditors 債權人 1,479 685                

Accruals 應計支出 2,400 17,009           

Total 總值 3,879             17,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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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95 46,695

Designated Funds 指定奉獻 345,709 533,926 879,635

345,709 580,621 926,330

Restricted Funds 有限制用途基金

Barnabus Fund 562 562

Building Fund 建堂基金 595,220 595,220

Hardship 慈惠 591 591

Compassion Fund 助養兒童基金 5,080 5,080

Gifts and Donation 對外捐獻 13,164 13,164

NEEC 北英倫春令會 6,842 6,842

Mission Fund 9,634 9,634

OMF 25 25

Theological Fund (1,830) (1,830)

-                     629,287 629,287

Totals 總值 345,709 1,209,909 1,55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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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Unrestricted Funds 無限制用途資金

Balance at Incoming Outgoing Revenue Balance at

01 Oct 20 Resources Resources Transfers 30 Sep 21

年初額 收入 支出 轉帳 年終額

£ £ £ £ £

General Fund 日常奉獻 (1,542) 325,741 (293,688) 16,185 46,695

Designated Funds - 指定奉獻

Building Fund 399,253 399,253

Tangible Assets 固定資產 356,334 -                     (10,625) -                     345,709

Communion offering 聖餐奉獻 2,104 3,750 -                     -                     5,854

Funeral 葬禮 -                     465 -                     -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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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ment Fund 發展事工基金 16,185 -                     (16,185) 0

Reserves Fund 儲備金 126,911 -                     -                     -                     126,911

900,688 329,955 (304,313) 0 926,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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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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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九月 三、七、十一月 四、八、十二月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Tear Fund Theological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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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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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estricted Funds 有限制用途資金

Balance at Incoming Outgoing Revenue Balance at

01 Oct 20 Resources Resources Transfers 30 Sep 21

年初額 收入 支出 轉帳 年終額

£ £ £ £ £

Barnabas Fund 巴拿巴基金 562 -                     -                     -                     562

Building Fund 建堂基金 592,630 10,001 (7,411) -                     595,220

Hardship 慈惠 591 0 -                     591

Compassion Fund 助養兒童 5,806 865 (1,591) -                     5,080

Gifts and Donations 對外捐獻 29,501 11,164 (27,501) -                     13,164

NEEC 北英倫春令會 6,849 1 (8) -                     6,842

Mission Fund 宣教基金 15,352 11,982 (17,700) -                     9,634

OMF International 海外基督使團 25 -                     -                     -                     25

Theological fund 神學基金 -                     600 (2,430) -                     1,830-             

651,315 34,613 (56,641) 0 629,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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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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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nabasfund.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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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ssionuk.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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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f.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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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rustees are also pastors and received remuneration totalling £79,445 (2020: £78,500)
3信託人同是牧師身份接受了報酬共計£79,445 (2020: £7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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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20

£ £ £ £

Incoming Resources 收入

Incoming resources from generated funds

Donations and Gift Aid 日常奉獻 321,142 28,199 349,341 323,446

Fundraising 建堂籌款 -                   0 0 970

NEEC Income 北英倫春令會收入 -                   1 1 11

Investment income 投資收入

- Rental income 租金收入 8,802 -                   8,802 8,994

- Deposit accounts interest 銀行利息 11 6,413 6,424 7,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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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incoming resources 總收入 329,955 34,613 364,568 340,823

Resources Expended 支出

Direct Charitable expenditure 直接慈善用途支出

Mission  Outreach 宣教 - 佈道 1,771 -                   1,771 5,599

Children & Youth - Sunday School 主日學/華少團 3,771 -                   3,771 4,596

Sunday School - Venue Hire 租用學校 -                   -                   -               0

Mandarin Congregations - Training 國語堂培訓及其他 -                   -                   -               0

- Worship 國語堂崇拜 0 -                   0 531

Cantonese Congregations - Training 粵語堂培訓 0 -                   0 74

- Worship 粵語堂崇拜 50 -                   50 185

English Congregations - Training 英語堂培訓及其他 0 -                   0 286

- Worship 英語堂崇拜 100 -                   100 1,916

Community Services 社區服務 -                   -                   -               0

Theological fund 神學基金 -                   2,430 2,430 500

Building fund project 建堂費用 -                   7,324           7,324       0

Gifts and Donations 其他及對外捐獻 -                   46,792 46,792 38,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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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ff salaries - Pastoral team 職員薪俸 194,028 -                   194,028 161,669

Staff expenses - Pastoral team 職員支出 1,873 -                   1,873 8,513

HMRC - PAYE & NIC 稅務 51,456 -                   51,456 39,870

Payroll Fees 薪金計算費用 924 -                   924 814

Total Pension Contribution 退休金總供款 11,874 -                   11,874 2,953

Ex Gratia 特惠金 -                   -                   -               0

Management & administration 行政支出

Premises - Upkeep & repairs 樓宇維修 (3,774) -                   (3,774) 14,630

- Heat, light & water 水電煤 2,506 -                   2,506 12

- Rates 差餉 495 -                   495 531

Venue Hire 堂址租金 10,857 -                   10,857 34,018

Insurance 保險 1,345 -                   1,345 2,322

Printing & stationery 影印文具 319 -                   319 869

General administration/Sundry 行政 10,064 -                   10,064 8,045

Advertising 廣告 1,995 -                   1,995 1,536

Motor van expenses 小巴 2,709 -                   2,709 2,690

Bank Charges 銀行收費 125 87 212 161

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 折舊 10,625 -                   10,625 11,457

Governance costs 監管費

Independent Examination/Legal Fees 審核費 1,200 -                   1,200 1,200

Other resources expended

NEEC expenses 北英倫春令會支出 -                   8                  8              0

Total resources expended 總支出 304,313 56,641 360,954 343,432

Net incoming/outgoing resources before transfers

年度淨額(支出)/收入 25,642 (22,028) 3,614 (2,609)

(This page does not form part of the statutory financial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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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NDITURE 支出

Staff 職員

Salaries & Pension Contribution 職員薪俸及退休金 £260,149 £258,130 £264,778

Expenses 職員支出 £12,000 £1,473 £12,000

£272,149 (95%) £259,603 £276,778

Admin 行政部

Church Properties / Rental Venue

Upkeep 樓宇維修及費用 £6,000 £8,526 £2,900

Heat, Light, Water 水電煤 £2,000 £2,506 £4,000

Insurance 保險 £250 £209 £210

Rates 差餉 £550 £495 £520

234 King's Road Maintenance 帝皇路住宅維修 £500 £702 £500

Rental for Venue 堂址租金

Brunswick Christ Church £0 £0 £12,080

Devonshire Road (Altrincham) £0 £0 £2,350

Unit 3B, Wing Yip £8,806 £9,983 £9,500

Salvation Army £0 £0 £10,400

         Sale High School - £2,758 £18,823

Canon Slade School - - £8,216

Venue for EC715 - - £0

Barlow RC High School £0 -£1,000 -

£18,106 (134%) £24,178 £69,499

Others 

Insurance/Audit/Legal Fees 其他保險及審核費 £4,500 £1,136 £2,400

Printing & Stationery 影印文具 £1,000 £319 £650

General Admin 行政雜項 £4,000 £4,724 £4,000

Herald 號角 £1,536 £5,067 £1,536

Bank charges 銀行收費 £60 £125 £192

Equipment 器材 £500 £3,372 £2,500

IT Related Expenses 電腦科技相關費用 £2,500 £2,532 £2,500

£11,596 (149%) £17,275 £11,278

Motor Van Expenses

小巴 £2,700 £2,710 £2,700

£2,700 (100%) £2,710 £2,700

Children & Youth

Sunday School / Youth Ministry 主日學/華少團 £3,543 £3,771 £3,750

£3,543 (106%) £3,771 £3,750

Mission 宣教部

Mission Fund 宣教基金 £15,000 £17,500 £17,500

Outreach 宣教 - 佈道 £5,000 £1,771 £3,500

£20,000 (96%) £19,271 £21,000

Mandarin Brunswick Congregation 國語Brunswick堂

Training 培訓 £100 £0 £100

Worship 崇拜 £300 £0 £150

Miscellaneous 其他支出 £200 £0 £150

£600 (%) £0 £400

Mandarin Altrincham Congregation 國語Altrincham堂

Training 培訓 £100 £0 £100

Worship 崇拜 £300 £0 £150

Miscellaneous 其他支出 £200 £0 £150

£600 (%) £0 £400

Mandarin Congregation Jireh Service 國語堂以勒崇拜

Training 培訓 £50

Worship 崇拜 £75

Miscellaneous 其他支出 £75

£200

Cantonese Eternal Grace Congregation 粵語永恩堂

Training 培訓 £100 £0 £100

Worship 崇拜 £300 £0 £200

Miscellaneous 其他支出 £200 £50 £200

£600 (8%) £50 £500

Cantonese Afternoon Congregation 粵語午堂

Training 培訓 £100 £0 £100

Worship 崇拜 £300 £50 £200

Miscellaneous 其他支出 £200 £525 £200

£600 (96%) £575 £500

Cantonese Congregation Bolton Service 粵語堂Bolton崇拜

Training 培訓 £50

Worship 崇拜 £150

Miscellaneous 其他支出 £100

£300

English Family Service Congregation 英語家庭崇拜堂

Training 培訓 £100 £0 £100

Worship 崇拜 £300 £0 £200

Miscellaneous 其他支出 £200 £84 £200
£600 (14%) £84 £500

English 715 Congregation 英語715堂

Training 培訓 £100 £0 £100

Worship 崇拜 £300 £50 £200

Miscellaneous 其他支出 £200 £132 £200

£600 (30%) £182 £500

Theological Studies 神學基金 £5,208 £2,430 £2,871

£5,208 £2,430 £2,871

Hardship Fund 慈惠基金 £0 £0 £0

£0 £0 £0

Gifts & Donations 對外捐獻

Barnabas Fund 巴拿巴基金 £0 £2,855 £0

Barnabus (Manchester Homeless) 巴拿巴士(曼城路宿者) £240 £1,181 £240

COCM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4,000 £4,000 £4,000

OMF 海外宣教 £300 £1,300 £300

Tear Fund 淚基金 £300 £300 £300

CCREF 餐福 £500 £500 £500

Compassion UK 英國扶養兒童 £1,344 £1,591 £1,344

Alexandria Lighthouse Project 亞歷山大書室 £6,000 £6,000 £0

Others 其他 £1,000 £11,315 £1,000

£13,684 (212%) £29,042 £7,684

Chinese Advice Centre 教會華人諮詢中心 £100 £45 £100

£100 (45%) £45 £100

Total: £350,685 (102%) £359,215 Total: £398,960

Building Fund Expenses 建堂基金支出 £7,411

ACTUAL 20/21 BUDGET 21/22

General Fund Total Budget General Fund Total Actual General Fund Total Budget

BUDGET 20/21

1 x Senior Pastor 主任牧師: Pastor Kim (9 Months)
1 x NEW Senior Pastor 新主任牧師: 3 Months
2 x Pastors 牧師: Pastor Kenneth & Pastor Gary
6 x Assist. Ministers 傳道人: Sherman, Wayne, 
Qingxin, Sandy, Ben L, Sheila
1 x FT Administrator 行政幹士: Aggie
1 x PT Administrator (PT 20 hrs/wk) 兼職行政助理 (
每星期二十小時): Marcus N

Inc. Employer's NIC & Pension Contributions 僱主國

家保險費用及退休金



Departmental Budgets & Income
部門收入及財政預算 General Total General Total General Total

Fund Fund Fund

INCOME 收入

Cantonese Eternal Grace Congregation 粵語永恩堂 £32,000 £36,156 (113%) £35,000
Cantonese Afternoon Congregation 粵語午堂 £60,000 £67,378 (112%) £52,000
Cantonese Congregation Bolton Service 粵語堂Bolton崇拜 - - £24,000
English Family Service Congregation 英語家庭崇拜堂 £72,000 £77,044 (107%) £72,000
English 715 Congregation 英語715堂 £32,000 £36,405 (114%) £35,000
Mandarin Brunswick Congregation 國語Brunswick堂 £32,000 £24,302 (76%) £32,000
Mandarin Altrincham Congregation 國語Altrincham堂 £22,000 £14,039 (64%) £22,000
Mandarin Congregation Jireh Service 國語堂以勒崇拜 £7,000 £6,890 (98%) £7,000

General Offering (Sub Total) 日常奉獻（共） £257,000 £262,214 (102%) £279,000
Gift Aid - Reclaimable Tax 立約奉獻回稅 £43,000 £49,391 (115%) £49,000

£300,000 (104%) £311,605 £328,000
Holy Communion Offering 聖餐奉獻 £400 (750%) £3,000 £3,000
Restricted Gift & Donations 餽贈/指定用途 £1,000 (892%) £8,921 £5,000
Mission Fund 宣教基金 £15,000 (73%) £11,001 £15,000
Compassion Fund 扶貧基金 £1,344 (52%) £700 £1,344
Sunday School Contributions 主日學 £4,000 (125%) £5,010 £17,150
Miscellaneous Income 其它 £1,500 (272%) £4,075 £3,000
Bank Accounts Interest 銀行利息 £7,000 (92%) £6,415 £3,000
234 King's Road 帝皇路住宅 £9,504 (100%) £9,504 £7,128

Total Income: £339,748 (106%) £360,231 £382,622
Development Fund 發展事工基金 £6,000 £6,000 -

Grand Total: £345,748 (106%) £366,231 £382,622

Building Fund 建堂基金

Building Fund Offering 建堂奉獻 £2,910
Gift Aid - reclaimable tax 立約奉獻回稅 £934
Bank Accounts Interest 銀行利息 £8

£3,852

BUDGET 20/21 ACTUAL 20/21 BUDGET 2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