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2⽇-3⽉28⽇教會50禱告勇⼠－代禱事項 

1. 為澳⾨過去疫情有著⾮預期的發展禱告，現時因全球的疫情嚴竣，澳⾨

過去1星期確診病例增加。求主記念確診者及其家⼈，得到妥善的隔離

和醫治； 

2. 記念教會因疫情的變化，恢復實體崇拜的時間亦需要延後。與此同時，

執事會正商議相應的對策，盼望能在安全的環境下，讓弟兄姊妹有更多

了解教會，以及彼此連結的機會，求主使⽤； 

3. 記念4⽉起，澳⾨及外地的⼤專⼊學試在即，不少學院因疫情原故要作

出變動，⽽學⽣們亦因此要重新規劃前路。求主記念他們，讓他們不灰

⼼，再接再厲，為⾃⼰的學業重新作規劃，亦記念他們接下來的筆試與

⾯試，有充份的預備； 

4. 記念社會有部份基層的家庭，他們單靠⽗親或母親維持⽣計，現在疫情

影響，不少⼈的⼯作減少、甚⾄失業。求主記念他們的⽣活，願他們的

需要被發現，願政府和民間能知道如何在艱難的⽇⼦伸出援⼿； 

5. 記念不少海外回澳的留學⽣，他們⼤部份仍在接受醫學觀察，求主賜他

們和家⼈平安；亦幫助他們，⼼存忍耐，努⼒完成隔離的要求。願困難

的時刻，願基督的愛臨到⼈間，能彼此遷就，共度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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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經常聚會出席⼈數（平均數）： 

2⽉份肢體及聚會消息： 

• 2⽉2⽇（⽇）為配合特區政府對疫情的防控⼯作，在本年2⽉9⽇後，教會晨、早、晚堂主⽇崇

拜將繼續以錄播⽅式發佈，禮堂暫不予開放，直⾄另⾏通知。崇拜內容於每週主⽇早上7時前，

發放網上連結。期望每位會眾不停⽌聚會，堅持建立定時的敬拜⽣活；也求主保護每位參與抗

疫的⼯作⼈員。 

• 2⽉13⽇(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禱會，以線上會議Zoom在家進⾏。 

• 2⽉15-16⽇（六⾄⽇）原定為事奉⼈員退修會，因疫情影響將延期舉辦，詳情稍後公佈。 

• 2⽉27⽇(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肢體交通會，以線上會議Zoom在家繼續進⾏。 

預告3⽉的聚會： 

• 3⽉1⽇（⽇）感謝主，盧啟智傳道成為本堂教牧同⼯，專責職⻘及⻘少年服侍。 

• 3⽉1⽇（⽇）早堂後原定為第⼀季教會主⽇祈禱會，因疫情影響將會取消。 

• 3⽉12⽇（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禱會，以線上會議Zoom在家繼續進⾏。 

• 3⽉15⽇（⽇）原定舉辦上半年迎新會，因疫情影響將會取消。 

• 3⽉15⽇（⽇）會友譚兆麟弟兄之岳⽗⿈敬容弟兄安息主懷，求主安慰他的家⼈。 

• 3⽉26⽇（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肢體交通會，以線上會議Zoom在家繼續進⾏。 

• 3⽉29⽇（⽇）為聖餐主⽇崇拜，我們將繼續以錄播⽅式進⾏，⼤家以「觀禮」的⽅式記念

主。 

主⽇崇拜 - 信諾少⻘團 - ⽉禱會 -

兒童主⽇學 - 信恩⻘年團 - 交通會 -

信愛伉儷團 - 信德⻘年團 - 信恆成年團 -

1. 為信恩團禱告，⽬前團契暫時以網上形式進⾏，求主保守團友們能藉此繼續
彼此連結。記念⼯作受疫情影響的團友，求主賜他們平安和⼒量⾯對挑戰； 

2. 為信諾團禱告，求主幫助導師在暫時不能實體聚會的情況下，仍能以適切的
⽅法關懷團友。求主保守團友在家學習順利，⽣活保持規律和充實； 

3. 記念教會受苦節、復活節聚會需要作出的調整與安排，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在
疫情影響下，仍能專⼼記念主愛，靈命得以更新復興。



2020年2⽉收⽀表

收入 ⽀出

2020年1⽉堂費累積結存   1,795,098.00 

奉獻/其它 同⼯薪⾦   61,880.00 

當納⼗⼀ 32,191.00 公積⾦及利息   5,507.30 

其他 1,800.00 堂址租⾦   70,040.00 
退回講員住宿費 800.00 恆常運作開⽀   6,129.00 

租⾦收入 18,540.00 雜費   1,900.00 

銀⾏轉帳奉獻1 2,000.00   145,456.30 

銀⾏轉帳奉獻2 8,900.00

銀⾏轉帳奉獻3 1,500.00

銀⾏轉帳奉獻4 2,000.00

銀⾏轉帳奉獻5 5,000.00

銀⾏轉帳奉獻6 500.00

銀⾏轉帳奉獻7 15,000.00

銀⾏轉帳奉獻8 9,900.00

銀⾏轉帳奉獻9 14,000.00

銀⾏利息(定期) 12,712.71

  124,843.71 

代轉 代轉

黎光偉牧師   5,000.00 黎光偉牧師   5,000.00 

神學⽣幸裕   400.00 神學⽣幸裕   400.00 
神學⽣佩雯   400.00 神學⽣佩雯   400.00 

C   500.00 C   500.00 

盧啟智傳道   1,000.00 盧啟智傳道   1,000.00 
許沛鋒宣教⼠   5,000.00 許沛鋒宣教⼠   5,000.00 

⼀⼈⼀利是   3,363.00 ⼀⼈⼀利是   3,363.00 

  15,663.00   15,663.00 

總收入   124,843.71 2⽉堂費累積結存 1,774,485.41 

1,935,604.71 1,935,604.71

2⽉堂費收入: $124,843.71                  2⽉堂費⽀出: $145,456.30                  2⽉堂費不敷: 20,612.59

1⽉結存 2⽉收入            2⽉⽀出 2⽉結存

差傳基⾦ 360,842.10 10,659.00 371,501.10

神學基⾦ 57,216.50 0.00 57,216.50
慈惠基⾦ 19,511.80 0.00 19,511.80

退休教牧基⾦ 10,040.80 300.00 10,340.80

發展基⾦ 2,591,969.15 8,000.00 2,599,969.15
*給予本堂之⽀票抬頭請寫「澳⾨基督教會信⼼堂」  司庫:李劍聰    司數:鍾志江    核數: 郭鳯玲

中國銀⾏澳⾨元⼾⼝/ Igreja Protestante Faith Church de Macau  1 8 0 7 0 0 1 0 2 8 7 2 6 2 0  

中國銀⾏港元⼾⼝   / Igreja Protestante Faith Church de Macau  1 8 1 4 1 1 1 0 2 4 7 7 5 5 0 



2020年 2⽉差傳認獻

【01】 【02】 【03】 259 【04】 【05】 500

【06】 【07】 【08】 【09】 【10】

【11】 【12】 2,000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2,600 【58】 【59】 【60】

【61】 【62】 【63】 600 【64】 【65】

【66】 【67】 【68】 【69】 700 【70】

【71】 【72】 【73】 【74】 【75】 1,000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2,000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09】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