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華人基督徒中心（JCC）代表 朴樹民 微僕 敬上

收入部分

項目 日期 詳細 金額

2014年4月20日 ４月聯合禱告會 ¥107,614

2014年5月9日 淀橋教會以及空中神學的同學們 ¥107,000

2014年5月10日 新宿SHALOM教會 ¥120,700

2014年5月18日 東京日暮裡国際教會 ¥100,000

2014年5月18日 ５月聯合禱告會 ¥22,000

2014年6月6日 広島キリスト生命堂 ¥30,000

2014年5月22日 東京以琳書房 ¥100,000

2014年6月8日 來自加拿大的弟兄姐妹 ¥40,000

合计①： ¥627,314

2014年4月6日 同工開會時的奉獻 ¥93,007

2014年4月6日 WY姐妹  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80,000

2014年4月15日 HK吳勇弟兄（原東京日暮裡国際教會） ¥119,544

2014年4月20日 來自加拿大的奉獻 ¥200,000

2014年4月20日 ZCK弟兄  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30,000

2014年4月22日 ミラン ¥20,000

2014年4月22日 ZHY姐妹  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50,000

2014年5月9日 ZX夫婦  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50,000

2014年5月13日 銀行匯款  　ヒラタ　ラウリンダ （香港JCC） ¥20,000

2014年5月13日 HPW姐妹  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20,000

2014年5月19日 銀行匯款  　トウ　ヤ  東京日暮裡国際教會 ¥30,000

2014年5月24日 ZRR姐妹  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20,000

2014年5月25日 一位韓國牧師 ¥25,000

2014年4月20日 MZ一位美国姐妹 US$100.00

¥757,551

US$100.00

2014年5月20日 佈道會現場奉獻 ¥85,257

2014年5月24日 佈道會現場奉獻 ¥140,450

2014年5月25日 佈道會現場奉獻 ¥181,874

合计③： ¥407,581

2014年5月6日 佈道會CD ¥5,304

2014年5月20日 佈道會現場書籍販賣 ¥4,400

2014年5月24日 佈道會現場販賣書籍和20日佈道會DVD ¥18,700

2014年5月25日 預訂第三場DVD訂金 ¥8,850

2014年5月25日 佈道會現場販賣書籍和20日，24日佈道會DVD ¥28,100

2014年6月15日 聯合禱告會DVD和聖經販賣收入 ¥27,500

2014年7月5日 宣教嘉年華 佈道會DVD販賣 ¥2,300

2014年7月20日 聯合禱告會DVD和聖經販賣收入 ¥20,000

合计④： ¥115,154

2014年5月12日 來自加拿大，指定用於聖經的入關＆運送費 ¥200,000

2014年6月2日 來自FL弟兄，指定用於台灣音控弟兄的費用 ¥116,070

合计⑤： ¥316,070

即＝①＋②＋③＋④＋⑤（日元）： ¥2,223,670

即＝①＋②＋③＋④＋⑤（美元）： US$100.00
＊除了金錢奉獻之外，還收到加拿大弟兄姐妹贈送的500本中文版「聖經」，在此深表謝意。

2014年春季陪靈會&佈道會財務報告（新版）
敬愛的牧長，親愛的弟兄姐妹  主內平安！
      感謝大家對2014年春季日本華人培靈會和佈道大會的愛心奉獻與禱告支持！因著諸位甘心樂意的擺上，我們的神豐
豐富富地供應了我們佈道會的各項所需，並抬舉我們有能力善待遠道而來的神的忠心僕人們。除了奉獻支持，我們還得
到許多教會的多方帮助。陽光教會一直免費提供讚美練習場地及樂器；東京中央教會為佈道會提供便利的場所及樂器、
設備等；還有許多默默代禱、提供聯合禱告會各項服侍和食物等等不留名的肢體們。在此獻上衷心的感謝！現將培靈會
和佈道會的財務狀況匯報如下，敬請過目。匯報晚了，非常抱歉！有不明之處，請隨時聯繫我們。

2014年9月20日

     求主紀念諸位的愛心擺上！願神賜福您和您的家人們福杯滿溢！

①教會＆團體奉獻

合计②：

②個人奉獻

③佈道會現場奉獻

④販賣收入

⑤專項指定奉獻

收入合計



支出部分

項目 日期 詳細 金額

2014年5月20日 講員夫婦美國⇔東京以及海外特邀員機票 ¥412,960

2014年5月23日 日本国内交通費（5/2～5/28） ¥33,592

合计①： ¥446,552

2014年5月25日 講員謝金（2位） ¥160,000

2014年5月26日 關聯教會謝金及禮物 ¥23,240

2014年5月20，24，25日 特邀海外和國內專業人員 ¥40,000

2014年3月26日 送給海外團隊的紀念品 ¥17,000

2014年2-7月期間 聯合禱告會送給講員禮品（6位） ¥18,716

合计②： ¥258,956

2014年5月2～23日 接待講員飲食等費用（3位/在日期间） ¥38,010

2014年5月28日 講員住宿費（3位/11晚） ¥182,576

2014年2月16日 聯合禱告會輕食（2次） ¥7,010

2014年5月23日 講員同工交流晚會（5名） ¥8,488

2014年5月25日 海外同工送別會（9名） ¥6,520

2014年5月25日 講員同工交流晚會（12名） ¥17,770

合计③： ¥260,374

2014年5月25日 停車費（三天合計） ¥4,430

2014年5月30日
東京中央教會的社會救濟事工奉獻（感謝借用
場地）

¥200,000

合计④： ¥204,430

2014年3月27日 代禱卡印刷費 ¥5,815

2014年3月27日 陪靈會及佈道會邀請卡 印刷費 ¥26,300

2014年4月27日 佈道會海报印刷費 ¥4,515

2014年5月10日 路牌製作費 ¥4,883

2014年5月10日 書簽印刷費 ¥38,425

2014年5月16日 DVD生盤 ¥23,736

2014年5月17日 彩色複印費 ¥2,700

2014年5月19日 DVD印刷＆製作費 ¥65,800

2014年5月23日 節目單印刷費 ¥12,075

2014/6/6～6/8 中文版DVD製作費（刻制，封面印刷 200套） ¥62,869

2014年7月2日 日文版DVD製作費（刻制，封面印刷 50套） ¥20,425

合计⑤： ¥267,543

2014年4月14日 攝影機(FDR-AX100 8GB) ¥181,260

2014年4月16日 攝影機用無線麥克風(SONY) ¥16,405

合计⑥： ¥197,665

2014/4/7～6/1 給各教會寄送邀請卡、遊子吟、海報等 ¥5,381

2014年5月12日 海外贈送的聖經入關費＆運送費 ¥197,776

2014/6/2～7月1日 給海外佈道會DVD郵費 ¥9,695

合计⑦： ¥212,852

2014年6月8日 同工會時急診醫療及交通費 ¥13,020

2014年5月18～23日 翻譯器天線，發射器，接頭，電池等 ¥7,608

2014年5月24日 同工飯糰（150個） ¥24,300

2014年4月26日 JCC橡皮印章 ¥4,920

2014年5月26日 同工合影照片加洗 ¥8,075

合计⑧： ¥57,923

支出合計 即＝①+②+③+④+⑤+⑥+⑦+⑧（日元）： ¥1,906,295

　剩余金额：　　　　收入-支出 ＝ ¥317,375 和　US＄100.0

製作：   高 榮
核對： 張 秀文  陳 玉
審查： 朴 樹 民

公開日期： 2014年9月20日

①旅費交通費

②講員嘉賓感謝費

③接待費

④場地使用費

⑤宣傳費

⑥設備購入

⑦通信＆郵寄費

⑧事務＆特別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