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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堂 
ELCHK Vineyard Lutheran Church 
 

我就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 

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甚麼。(約翰福音 15:5) 

 

 

將臨期第一主日 

堂慶日與元光堂聯合崇拜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詩    篇: 詩 24 

(舊約 889 頁) 

舊約經課: 耶 33:14-16 

 (舊約 1299 頁) 

新約經課: 帖前 3:9-13 

 (新約 359 頁) 

福音經課: 路 21:25-36 

 (新約 147 頁) 

 

詩 歌 

兒崇獻詩: 頌讚祢 Hallelujah 

真光照耀 

主是我力量 

詩班獻詩: 主榮耀至聖 

主，我如何報答 

我在這裏 

 

 

 

本周金句:  

『誰能站在他的聖所？就是手

潔心清，意念不向虛妄，起誓不

懷詭詐的人。』(詩 24:3 下-4) 
 

 

主    禮 :  鄧李和弟兄 

講    道 :  明詩琪教師 

讀    經 :  沈靜雯姊妹 

侍    從 :  黃子晉弟兄 

司    琴 :  趙大衛弟兄 

接待及收獻：李曉迎弟兄、龍秀芳姊妹、 

黃潤章姊妹、陳景嬋姊妹 

音    響 :  麥慶基弟兄、鄧健偉弟兄 

插    花 :  梁巧兒姊妹 

球場當值 :  梁慧盈姊妹、張翼旋姊妹 

 

 

兒童崇拜  

兒童崇拜全體小朋友及導師 

會到成人崇拜，一同慶祝本堂 

兩周年堂慶，並獻詩。 

 

 

 

堂 主 任  : 明詩琪教師 

福音幹事  : 陳軒裔弟兄 

行政幹事  : 鄧關婉姬姊妹 

 
辦公室地址 : 新界元朗欖口村路 25 號 

辦公室電話 : 2944 2000 

明教師電話 : 6099 9564               電郵地址: vylchurc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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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道心得》 
講員：明詩琪教師 

講題：我抬頭，因為我要站在耶和華的山              經文：詩篇 24 篇 

聽道筆記：  

  
                           

                           

                                                     

                                                     

 

 

《本堂消息》 
歡    迎 

 

歡迎首次出席本堂崇拜的來賓與我們一齊感恩、敬拜。 

亦歡迎大家日後常來本堂聚會，領受主恩。 

 

 

感    恩 
感謝上帝的恩典，帶領宏信堂在今天踏入二周年，亦歡迎所有今天與我們一起同慶賀的肢

體，願主繼續賜福帶領。 

 

 

請為羅凱琳姊妹及盧居業弟兄弄瓦之喜代禱，願主賜福予他們一家。 

 

 

2015-11-15 元光堂已舉行教友大會，當天教友大會出席人數為 56 人，列席 3 人，達到足夠

會議人數。 

 

有關「推薦明詩琪教師按立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牧師案」，大會經過明教師在場答問、退席

討論及教友投票程序。投票共發出 54 張選票，結果如下： 

(1) 贊成：41 (75.9%) 

(2) 反對：3 (5.6%) 

(3) 棄權：10 (18.5%) 

總收回票數：54 (100.0%) 

議案大比數通過。 

 

請大家持續為按立牧師議案的進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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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運作部 
 

1) 宏信堂網頁 

本堂網頁由今天起可供會眾使用 http://www.vineyard.org.hk。 

亦可以用二維碼 (QR code) 查閱。 

內容包括: 牧者心、週刊、活動宣傳、活動花絮、代禱區等。 

 

2) 印刷精美並附有本堂資料的 2016 年度「為道敢言－小先知」月曆 

 (200 個) 已送達本堂，請於接待處領取，每家庭可領取一個。 

 
 

兒童事工部 
為培養小朋友閱讀聖經及服侍教會的態度及責任感，12 月份事奉表如下: 

日期 兒崇點燭員1 兒崇點燭員2 收奉獻
兒崇

司琴

兒崇

讀經員

12月6日
梁澄熹

Hermas
(牧區長:張玉女姊妹)

鄧楚蕎姊妹

Ruth
(牧區長:梁慧盈姊妹)

李佳臻弟兄

William
(牧區長:張翼旋姊妹)

葉哲韜弟兄

Jayden
(牧區長:梁慧盈姊妹)

楊飛姊妹

Narmia

(牧區長:陳美鳳姊妹)

12月13日

12月20日

鄧宇欽弟兄

Michael
(牧區長:梁巧兒姊妹)

楊靖軒弟兄

Edison
(牧區長:梁巧兒姊妹)

黎晉光弟兄

Ziv
(牧區長:張玉女姊妹)

呂樂研姊妹

鄧楚謙弟兄

Scott
(牧區長:張玉女姊妹)

12月24日

12月25日

12月27日

鄧倬寧姊妹

Audrey
(牧區長:張翼旋姊妹)

李沐儀姊妹

Eliza
(牧區長:陳美鳳姊妹)

馬昫旻姊妹

Hadassah
(牧區長:梁巧兒姊妹)

馬暐晴姊妹

Koleka
(牧區長:梁巧兒姊妹)

黃可琳姊妹

Holam
(牧區長:張翼旋姊妹)

讀經經文

路加褔音:1章39

至45節 及(46至

55節)

路加褔音:3章1

至6節

* 請兒祟事奉人員於早上10:30或之前向當值導師報到

路加褔音:2章41

至52節

聖洗禮 , 與成人一起崇拜

平安夜 

聖誕崇拜, 與成人一起崇拜

 
已編配事奉的小朋友，請於當日早上 10：30 回到教會（如有要事未能出席，請盡早通知 

幹事/兒童事工部部長 Elaine）。 

也希望家長們多多鼓勵小朋友並陪伴小朋友一同讀經，一起經歷與主同行的甜蜜。 

 

 

崇拜聖樂部 

「GRACE Moment -- 感恩頌時刻」 

「God’s Redemption At Christ Expense」神藉著耶穌的寶血救贖我們，使我們得潔淨和享受

神的大愛! 由堂慶今天開始，我們會在崇拜前，約早上 10:45 起，一起用詩歌讚頌神的恩典，

預備敬拜神的心靈。 

 

崇拜主禮訓練班 

崇拜主禮的職能：負責領導、幫助會眾集體向上帝表達尊崇和感恩。他/她是執行並主領公

眾崇拜中的各項禮儀。有興趣參加或想多了解者，請與明教師報名。 

時間 : 星期六（下午 2:00– 3:45）      地點：宏信堂演講室 

http://www.vineyard.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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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培育部 
第六屆聖洗禮、堅振禮及轉會禮 

本堂將舉行第六屆聖洗禮、堅振禮及轉會禮。願意接受洗禮、堅振禮及轉會禮者，請

由 10 月 4 日起，下午 12:30 至 1:30 於 127 室參與學道班。 

 

 

成人主日學 ～舊約神學～ 

熟讀聖經，打造堅強靈命，作天國的工人！每個信徒都不可錯失的一個學習機會。 

星期六（4:00pm – 5:30pm）查詢：明教師 

2015 年 日期 主題   日期 主題 

12 21/11 忘情棄愛：被擄的沖擊與

信仰的更新 

 13 5/12 天若有情：神權政治的控制

與在野末世論 

14 12/12 通情達理：舊約智慧神學  15 19/12 舊約與新約之間 

 

 

成人級查經主日學 ~ 馬可福音 

馬可福音寫於公元 70 年前後，這正值基督徒受著各樣逼迫、試探的時期，馬可透過

描述基督的受苦、門徒曾經歷過的失敗等來勉勵前線的基督徒，鼓勵他們在亂世中

去經歷無數次的失敗又再起，並為正在受逼迫煎熬的基督徒帶來安慰及盼望。活在

今天的世代裡，馬可福音的訊息能為我們帶來什麼幫助、提醒和反思呢？ 

2015 年 日期 主題   日期 主題 

5 25/10 神蹟 4:35-5:43  6 1/11 耶穌與門徒 6:1-8:21 

7 8/11 醫治瞎子的意義 

8:22-10:52 

 8 15/11 耶穌潔淨聖殿與末世的警告 

11:1-13:37 

9 22/11 門徒的失敗與耶穌的被

捕及受死 14:1-15:39 

 10 6/12 耶穌的復活 15:40-16:8、馬可

福音的總結 

時間：上午 9:15-10:30  地點：127 室  有興趣參加者，請與明教師或幹事報名。 

 

 

 

11 月 22 日主日崇拜出席人數 

崇拜人數: 87 人，領聖餐人數: 57 人。 

(包括兒童崇拜：小班：12 人，中班：9 人，大班：9 人；共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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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期 將臨期第二主日(紫)

詩篇 路1:68-79

舊約經課 瑪3:1-4

新約經課 腓1:3-11

福音經課 路3:1-6

主  禮 麥慶基弟兄

講  員 明詩琪教師

讀  經 謝連珠姊妹

侍  從 黃子晉弟兄

司  琴 趙大衛弟兄

接待 及 收獻 鄧李和弟兄、龍秀芳姊妹

音 響 麥慶基弟兄、鄧嘉南弟兄、鄧健偉弟兄

插  花 黃慧貞姊妹

球場當值 江永明弟兄

主禮+讀經 張玉女姊妹

詩歌 廖嘉雯姊妹

小班 陳美鳳姊妹

中班 沈健怡姊妹

大班 張玉女姊妹

協助 廖嘉雯姊妹、何曉彤姊妹

各事奉人員留意當值的時間。最遲於當天上午十時半前抵達及準備。

如因事未能當值，請盡早通知幹事或教牧。

2015年12月6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表

兒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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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為世界 

 為戰爭國家局勢祈禱，求主止息。 

為本堂肢體 

 求主親自保守、看顧和醫治軟弱的肢體。 

 為正在學道的肢體祈禱。 

 為已受洗、轉會及轉堂之肢體祈禱。 

 本堂教牧、同工及聖工委員會代禱。 

本堂事工發展 

 求主賜給明教師健康及智慧去安排和帶領各項團契及事工，願主的名被顯揚！ 

 

2015-2016 年度宏信堂駐宏信書院服務 

 *本年度為新開展的服務 開辦日期 

星期一 喜樂家長團契 早上 9:00-11:00 5-10-2015 

星期二 利慕伊勒青年團契 下午 3:45-5:00 22-9-2015 

星期三 大福家長團契 

基督少年軍 321 分隊 

早上 9:00-11:00 

下午 4:00-5:30 

7-10-2015 

30-9-2015 

星期四 豐足家長團契 

*英雄聯盟(中學生青年團契) 

下午 1:30-3:30 

下午 3:45-5:00 

15-10-2015 

24-9-2015 

隔星期六 以諾組 下午 2:00-4:00  

不定期 迦南組   

星期日 葡萄園 360 早上 9:15-10:15  

 

 請為宏信書院的青年團契禱告，感恩上帝帶領宏信書院一些中學生成立團契，

容讓他們認識信仰，並在互愛中成長。求上帝帶領在往後中學生活中有更多事

奉的機會，並成為愛主、愛人的年輕人，在學校興起其他同學甚至老師去認識

祢。 

 請為宏信書院的各個家長團契禱告，願主親自感動團契的家長能回到教會當

中。亦願主賜智慧予家長團契的帶領者，包括祁天鳳姊妹(大福家長團契)，黃

美思姊妹(豐足家長團契)、明詩琪教師(喜樂家長團契)，願主使用衪僕人的服

侍，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請為基督少年軍 321 分隊代禱，求主加力，使福音傳到各家庭。初級組 36 名隊

員及 2015-2016 年度申請試辦之中級組 16 名隊員。感謝龔炳輝副隊長協助開辦

中級組、陳軒裔弟兄在導師基本課程的裝備及開始輔助導師的工作，以及各導

師的貢獻。 

 請為本堂各個小組禱告，願主的靈運行在各小組員當中，使小組員能夠彼此相

愛，互相承擔，以致能成為上帝合用的器皿，榮耀主名。亦願主賜福小組長的

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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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消息》 
 

總會信徒培育部屬下聖樂及禮儀工作小組舉辦「將臨期聖崇樂拜」，詳情如下: 

日期: 2015 年 11 月 29 日(今天) 

時間: 晚上 6 時正至 7 時 30 分 

地點: 本會真理堂 (地址: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0 號) 

主禮: 陳惠賢牧師 

講員: 曾浩賢牧師  

指揮: 伍中恩教授 

司琴: 潘展鋒弟兄 (鋼琴) 、 葉翠孃姊妹 (管風琴) 

獨唱: 羅芷盈姊妹 (女高音) 、 朱葆婷姊妹 (女低音) 

曲目: 將臨期聖誕清唱劇 -- 「從榮耀降臨」 

(作者: 約翰· 彼得生 John W. Peterson ，翻譯: 陳茂生、邱李自珍) 

詩班: 香港信義會詩班 

樂隊: 香港信義會管弦樂小組 

費用: 全免 

 

 

徵求 2016 年差傳小戰士錢箱設計比賽 

總會差傳教育組為鼓勵兒童自小培養為上帝的國禱告、獻出少少金錢支持宣教事工的習

慣，所儲蓄的金錢作奉獻給宣教工場用。現徵求公開 2016 年差傳小戰士錢箱設計比賽，

參賽要求如下： 

主題：常常感恩，令人快樂 

年齡： 4-12 歲 

內容：包括本會宣教工場－泰國、柬埔寨、創啟地區、東島和宣教士 

設計圖要求：普通畫紙 240 mm X 130 mm，任何顏料均可 

截止日期：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奬品：得奬者可獲名貴禮物一份 

詳情歡迎與本會海外宣教主任陳慧玲牧師聯絡，電話: 238 85847 從速參加。 

 

 

教會改革運動 500 周年 -- 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 

(1) 主題(與世界信義宗相同): 

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  2017 年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 

分題 (與世界信義宗相同): 救恩 - 不是商品;  

 人類 - 不是商品;  

 大自然 - 不是商品 

(2) 目的  

i) 慶祝教會改革運動五百週年 

ii) 藉著不同的慶祝活動培訓青年領袖，包括聖職人員和非聖職人員 

(3) 活動  

在未來三年，本會陸續舉辦不同活動以加強各方面的栽培，分享信仰的領受和經驗。 

而制定不同聚會時，先確立該活動的目標，配合教會改革運動的主題和分題的精神。 

 



頁 8 
 

i) 朝聖團 

目的: 今日的教會是主後二千多年的教會，我們舉辦朝聖團是透過五次旅程，讓參

加者知道我們的基督徒身份、信義宗信徒的身份、中國基督徒的身份、和香港基督

徒的身份，是從耶路撒冷、德國、芬蘭、挪威差會、美國的差會而來到中國，再由

河南雞公山的「中華信義會」南下來到香港。這段過程可看成為「聖靈的行傳」，

使本會信徒明白我們在香港作為基督徒，是聖靈派我們在這地方，為上帝的福音工

作而努力。 

 

活動詳情: 

(1) 以色列信仰之旅 2016 年 2 月 11 至 21 日 

(2) 德國改革之旅 2016 年 7 月 1 至 12 日 

(3) 芬蘭及挪威探訪之旅 暫定 2016 年 9 月下旬 

(2) 美國交流之旅 暫定 2017 年年初 

(2) 內地尋根之旅 暫定 2017 年年中 

 
 

ii) 講座和出版 

計劃在 2016 和 2017 年分別舉行 2 至 3 次講座，亦把講座的內容及講稿記錄下來，輯

錄成書。 

iii) 培靈研經大會 - 暫定於 2016 年某月的三個晚上 

iv) 佈道大會 

500 周年紀念主題是更新社會，亦會籌辦一連三晚的佈道大會，宣講福音。暫定於

2017 年某月的三個晚上 

v) 大型活動 

未來兩年，會舉辦不同年齡的營會、青年大會、與教會改革運動有關連主題的聚會。 

vi) 感恩崇拜 

計劃在 2017 年舉辦聯合感恩崇拜，由本會或聯同各香港信義宗教會一同舉辦。 

 

請瀏覽 Facebook 專頁或網址: https://goo.gl/CyXYQn 

 

https://goo.gl/CyXYQ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