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顯真光．福音傳萬邦 
本周箴言：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耶穌）不在這裏，已經復活了。 

(路 24:5-6) 

復活主日 (白)    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聖餐．聯合崇拜 

崇拜司事   

主  禮：明詩琪教師 講    道：呂慶棠牧師 讀  經：鄧嘉南弟兄 

司  琴：陳可凝姊妹 侍   從：陳美鳳姊妹 插    花：李清偉弟兄 

值日執事：謝鳳英執事 接待及收獻：鄧李和弟兄、吳令衡姊妹、陳麗玲姊妹、陳玉梅姊妹 

球場當值：馬堅騰弟兄 影  音：麥慶基弟兄、葉堅弟兄、張顯朗弟兄、潘梓聰弟兄 

兒童崇拜   

主 禮 梁巧兒姊妹 詩  歌:沈靜雯姊妹 協  助:麥景珍姊妹 

小  班:梁巧兒姊妹 中  班:沈靜雯姊妹 大  班:梁慧盈姊妹 

預備禮 

始 禮 樂．．．．．．．．．．．．．．．．．．．．．．．．．．．．．．．立 

宣   召．．．．．．．．．．．．．．．．．．．．．．．．．．．．．．．立 

進 堂 詩 ． ． ． ． ． ． 【 我 的 救 贖 主 活 著 】 ． ． ． ． ． ． ． 立 

詩   篇．．．．．． 【 詩 篇 1 1 8 : 1 - 2 、 1 4 - 2 4 】 ．．．．．．．立 

唱   詩．．．．．．．  【 耶 穌配 得 至聖 尊榮】 ．．．．．．．．坐 

認   罪．．．．．．．．．．．．．．．．．．．．．．．．．．．．．．．坐 
主禮：讓我們一同虔誠認罪： 

會眾：聖潔的上帝，慈悲的天父，開恩可憐我們這班罪人。我們在思想、言語、行為上

，多次得罪了你，也多次得罪了家人、朋友和其他的人。應作的沒有作，不應作

的反倒作了。我們知道在我們心中有許多隱藏的罪惡。懇求天父，因耶穌基督的

功勞饒恕我們，赦免我們的一切罪過；並賜我們敬畏、敬愛你的心，使我們行事

敬虔端正，榮耀你的聖名。阿門。 

會眾： 求主憐憫，基督憐憫，求主憐憫。（新頌126） 

宣  赦．．．．．．．．．．．．．．．．．．．．．．．．．．．．．．．坐 

榮  頌．．．．．．．．． 【十架犧牲的愛】．．．．．．．．．．．．立 

問  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 

當日禱文．．．．．．．．．．．．．．．．．．．．．．．．．．．．．．坐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光堂．宏信堂 

地    址：元朗日新街五號日新大廈三樓   電 話：2478 5023 

電郵地址：ylllc@yahoo.com.hk  /  ylllchurch@gmail.com 

元光堂 

主    任：呂慶棠牧師 

傳  道：黃志東教師  

庶    務：蘇瑞蓮姊妹 

宏信堂（宏信書院內） 
主  任：明詩琪教師 

幹  事：關婉姬姊妹 

          陳軒裔弟兄 

mailto:ylllc@yahoo.com.hk
mailto:ylllchurch@gmail.com


聖道禮 

讀 經．．．．．．．． 【徒 10:34-43  林前 15:19-26】 ．．．．．．．．．．坐 

恭迎福音 ．．．．．．．．． 【路加福音 24:1-12】 ．．．．．．．．．．．．立 

講 道．．．．．．．．．．．．．．．．．．．．．．．．．． ．．．．．．坐 

回應禮 

回應詩．．．．．．．頌主新詩 2 7【祂掌權】．．．．．．．．．．坐 

認 信．．．．．．．．．尼 西 亞 信 經．．．．．．．．．．．．．立 

代 禱．．．．．．．．．．．．．．．．．．．．．．．．．．．．．．．坐 

奉  獻．．．．．．．頌主新詩 9 3【獻上】．．．．．．．．．．坐 

聖餐禮 

聖 頌．．．．．獻心頌（頌 564）、祝謝文、聖哉頌（頌主新詩 131）．．．．立 

祝 餐．．．．．．．主禱文、羔羊頌（頌主新詩 132）．．．．．．．．．．立 

施 餐．．．．．．．．．．．．．．．．．．．．．．．．．．．．．．．坐 

稱 謝．．．．．．．．．．．．．．．．．．．．．．．．．．．．．．．立 

差遣禮 

頌 讚．．．．．．．．．．．．．．．．．．．．．．．．．．．．．．．立 

祝 福．．．．．．．．．．．．．．．．．．．．．．．．．．．．．．．立 

差 遣．．．．．．．．．．．．．．．．．．．．．．．．．．．．．．．立 

散會詩．．．．．．．．．．．．【快上路】．．．．．．．．．．．．．．立 

家事分享．．．．．．．．．．．值日執事．．．．．．．．．．．．．．．坐 

 

我的救贖者活著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 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深谷迷失時 祂領我走正義路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 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曠野孤獨時 祂伴我作我的燈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我必不再憂慮 

我要在每一個日夜中 領受祂的豐盛之愛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我靈不再沉睡 

當號角響起的那一天 我將見祂榮光之面 

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耶穌配得至聖尊榮 

耶穌，你配得至聖尊榮，耶穌，當受最高讚美。 

願全地響應，諸天唱和，來尊崇主聖名超乎萬名。 

讓我們屈膝俯伏敬拜祂，因祂聖名，萬膝要跪拜； 

讓萬口承認：祂是主耶穌，全能神，今我榮耀你。 

但願尊貴、頌讚和權能，都歸於你，都歸於你； 

願尊貴、頌讚和權能，都歸於你，都歸於你； 

主耶穌，永活真神兒子。 



 

【十架犧牲的愛】 

耶穌捨身十架，主你為我犧牲。 

誠然擔起我的憂患，背負我的痛苦。 

耶穌捨身為我的過犯受鞭傷， 

流出寶血，救恩湧流，讓我罪得赦免。 

你被世人離棄凌辱，至死不退縮； 

喝下那苦杯，全然成就救贖！ 

 

我主犧牲的愛，你為我的過犯， 

撇下榮耀尊貴，降下捨身拯救。 

十架犧牲的愛，眾罪已得潔淨， 

你是奴僕君王，權柄尊貴屬你！ 

 

頌主新詩 27  祂掌權 

1. 佳美腳蹤，翻山越嶺走向萬邦，傳揚福音，福音; 

帶來平安，宣告喜樂的好消息:祂已作王，祂已掌權。 

2. 沒有權勢，沒有人間榮華富貴，沒有佳形美容。 

曾被藐視，曾被羞辱，曾被厭棄，祂與上帝一同掌權。 

3. 為我罪過，祂被鞕打，苦待，咒詛，為我罪過，捨命。 

如羊走迷，好牧人祂來尋找我，背我重擔，除我羞愧。 

4. 走出墳墓，祂帶來恩典與尊貴，祂己復活，復活。 

看，祂雙手，雙腳，肋旁顯明主愛，我深知道，祂己復活。 

副歌: 祂掌權，祂掌權，祂掌權，祂掌權。 

 

【快上路】 

快上路，天國呼聲漸近，投身於建立教會去服侍人， 

熊熊的心掃掉了一切冷漠灰暗，背起責任全奉上， 

作活祭為獻給神。我決定一世靠主導引， 

憑主恩發掘那真我作僕人，完全新生放下了私心己意， 

天天與主靠近，懷著愛心熱燙傳頌救恩， 

完全的委身，完全遵主訓，我願見國度擴展滿權能， 

靈魂要震撼，全人經火浸，我願去各地各方留下腳印。 

 



《訊息大綱/聽道心得》 
講員:呂慶棠牧師  

講題：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香港社會不知從何時開始撕裂，但明顯在佔領運動之後，戾氣不斷。

2016 年 2月 8日(年初一)晚上爆發執政者定性為暴亂的流血事件。2月 28

日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打著本土抗爭旗幟的候選人獲得了六萬多票，佔總

投票人數 15.3%。我不是時事評論員，不擅政治分析。不過，這結果確實

令人憂慮。憂慮社會繼續撕裂，暴力繼續升級。 

眼下的香港：貧富懸殊、黑白分明。 

政府的施政予人的印象是『向錢看』，以經濟掛帥。除了金融業、旅遊

業之外，看不見具體的實體經濟。《港鐵》《領展》等公營機構予人印象是

只為『股東』利益而不顧市民的生計，其中《領展》美其名是優化商場街

市，卻予人感覺是趕走小商販。高昂的住屋和交通令小市民捉襟見肘，苦

不堪言。 

所謂黑白分明，並非指社會上是非黑白清清楚楚；反而是黑白不分，

但又不是灰色。黑白不分，即誰黑誰白？實情是人人都以自己有理有節，

自以為是白，我白即你黑。與我不同就是錯，就是黑，就要反！人人都自

以為白，稍有差異即是黑。政府、政黨、網絡上、街上、個人…都如是。

到底誰真誰假誰黑誰白誰對誰錯?只有『我』才是對是真是白．非『我』

即假即黑即錯。 

此時此刻，教會如何成為『燈臺』？基督徒如何為『鹽』為『光』？

作為一個傳道者，我又有甚麼可以傳？ 

和平的福音 

二千年前，使徒保羅在給以弗所教會寫著：「14因為他(基督)自己是我
們的和平，使雙方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絕的牆，而且以自己的身體終
止了冤仇，15廢掉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使兩方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
人，促成了和平；16既在十字架上消滅了冤仇，就藉這十字架使雙方歸為
一體，與上帝和好，17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傳和平給
那些近處的人，18因為我們雙方藉著他，在同一位聖靈裏得以進到父面前。」
（弗 2:14-18）這訊息是否適切於今天？ 

仰望十架，第一個景象：耶穌基督被掛上十架、雙手被拉開、身心被

撕裂。撕裂耶穌基督的，不單是羅馬的兵丁，更是上帝子民的紛爭、人間

的矛盾、你我的自以為是。耶穌基督身上所流的每一滴血，都是因你我的

罪和悖逆而流出。 

仰望十架，第二個景象：耶穌基督甘心走上十架、雙手伸開、努力把

分裂的教會拉近。耶穌基督為人群的爭執流淚，為教會的撕裂而淌血。 



大家又看見甚麼？ 

基督徒合一，二千年來都是大難題。因著彼此的傳統、習慣、喜好、

性格、認知、經歷…使徒保羅二千年前宣告：「基督已經以自己的身體終
止了冤仇，拆毀了中間隔絕的牆，既在十字架上消滅了冤仇，就藉這十字
架使雙方歸為一體，與上帝和好。基督自己是我們的和平，使雙方合而為
一，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我們聽得見這宣告嗎？「基督已經以自己
的身體終止了冤仇，拆毀了中間隔絕的牆，既在十字架上消滅了冤仇，就
藉這十字架使雙方歸為一體，與上帝和好。基督自己是我們的和平，使雙
方合而為一，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19這樣，你們不再是外人或客旅，
是與聖徒同國，是上帝家裏的人了，20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
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21靠著他整座房子連接得緊湊，漸漸成為在主裏
的聖殿。22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上帝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弗

2:19-22）「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上帝家裏的人!」各位，

現今在你身邊、在你前後左右的，不是外人、不是客人，是與你一樣是上

帝所愛的人，是與你同樣被耶穌基督在十架上流下的血所洗滌、用生命救

贖回來的。耶穌基督正流盡血汗，要把你們拉在一起。 

起來，放下彼此的成見和分歧、放下你的怨氣、放下你心靈的包袱，

起來，擁抱你的弟兄，你的姊妹吧。 

耶穌在那裡? 

要擁抱令你『不安』、『抗拒』、『厭惡』，甚或令你『憎惡』的人，真的

很難！然而主耶穌基督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
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約 13:34）主怎樣愛我們？

大家再看一看十字架上的基督？ 

感謝主，「他不在這裏，已經復活了。」(路 24:6)天使對婦女，亦對

我們說：「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這裏，已經復活了。」(路

24:5-6)若果耶穌基督不是已經復活了，衪在十字架上的愛，仍然留在十

字架上、在聖經裡、在歷史裡、在教堂裡、在腦袋裡、在記憶裡、在心裡…

只不過是一個鼓勵，是一個榜樣和律法要求。 

基督若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就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林前
15:14) 

結：不要再在「死人」中找活人 

「他不在這裏，已經復活了。」耶穌基督是既真且活的上帝，衪的名

字稱為『以馬內利』，是與你我同在的上帝。 

我對你們說了這些事，是要使你們在我(耶穌基督)裏面有平安。在世
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要有勇氣，我已經勝過世界。(約 16:33)然而，靠
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羅 8:37) 

 



歡   迎 
歡迎首次出席本堂崇拜的來賓與我們一起感恩、敬拜。亦歡迎日後

常來本堂聚會，領受主恩。 

按牧進展 
去年 11 月元光堂教友大會通過提請按立明詩琪教師為本會牧師。

申請文件於今年 1 月遞交至總辦事處。明教師與其他申請人 2月初一起

進行了教義考核，２月２３日由牧師團按牧小組面見（除申請人外亦面

見堂主任呂牧師、執事會代表陳健雄執事及麥慶基執事）。 

牧師團於３月１日會議中以 47/51票通過。現仍有待３月２９日常

務委員會審議。若通過即開始籌備。按牧典禮將於６月１２日舉行。 

《元光堂消息》 

2016 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 
上主日崇拜後順利舉行了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審議 2015 年財

務結算、2016年財務預算及事工計劃。請弟兄姊妹繼續為堂會的發展、

福音的廣傳、繼續努力。 

床邊洗禮 
本堂蔡汕河弟兄、蔡淑娟姊妹及蔡惠粧姊妹的妹夫鄧添財（蔡小菁

姊妹丈夫）匡罹患肺癌，早前透過院牧服侍決志信主，日前提出要求洗

禮。因此，呂牧師於上星期一(21/3)晚於黃大仙醫院為其施洗。聖靈感

動其女兒潔瑩也一同領洗。請為弟兄及姊妹的身心靈健康與成長代禱。 

電郵通訊 
近月部份弟兄姊妹未有收到教會經電郵發出的周刊及消息，除了部

份因教會記錄上的郵址未有更新外，部份原因是 yahoo 電郵出了問題。

為此，現加開一個新電郵地址：ylllchurch@gmail.com 

現請弟兄姊妹以常用的電郵帳號直接發一個訊息至此新帳號，以便

更新教會的通訊記錄。此帳號暫時會作為本堂內部通訊用。 

元光堂聖經聖地課程 
目的：本課程是從聖地古今風貌、地理與風俗文化的角度認識聖經。就著

不同的主題，運用影像、地圖或實物來作講解，期望深入學習相關

的聖經教導與應用。 

導師：呂慶雄弟兄 

時間：主日上午９：００－１０：３０ 

一・20/3：苦路有多苦？ 

二・24/4：聖殿是偶像－－耶穌為何容讓聖殿被毁？ 

mailto:ylllchurch@gmail.com


耶穌年年上聖殿？祂去聖殿做甚麼？為何要推倒兌換銀錢的？在

哪裡發生？祂預言聖殿為毁，為何當時無人相信？聖殿是如何建成的？ 

三・22/5：廢柴不廢－－會幕是如何建成的 

會幕是怎樣的？皂莢木是怎樣的木材，為何神會選用它來建會幕與

神聖的約櫃？會幕與耶穌有何關係？所羅門王如何按照會幕的模樣建

造聖殿？ 

《元光堂教牧行蹤》*未有標誌即會在教會或未定 
 呂牧師 黃教師 

27/3(日) 復活主日崇拜(聯合．宏信) 復活主日崇拜(聯合．宏信) 

28/3(一) 例假 例假 

29/3(二) 補假、常委會議(晚) 補假 

30/3(三) 按牧籌備會議(晚) 祈禱會(晚) 

31/3(四) 補假  

1/4(五)   

2/4(六)  小學生團、GEMS 團契 
3/4(日) 主日崇拜 主日崇拜、BJ 

又,呂牧師及黃教師 1月 11日至 5月 9日，逢星期一早上將到信義宗神學院旁聽

由羅祖澄博士（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總牧）任教【堂會小組牧養】。請代禱。 

本周壽星 
3 月 27日至 4月 2日：呂慶忠、謝連珠、張翼旋、董其鷹 

《3月 20日主日崇拜出席人數》 
崇拜人數：75人 

領餐：69人 

長者 14人、成人 47人、青年 7人、少年 2 人、兒童 5人 

《代禱事項》 
 為香港社會平安祈禱。 

 為新領洗肢體及其家人祈禱。 

 為身體欠安的肢體、家人及長者代禱。 

 為懷孕姊妹(文素心)祈禱。 

 為居於長者護理院之肢體（李景容、譚新蘭、鍾碧芳）代禱。 

 為教牧、同工及執事代禱。 

 為本堂事工發展、足球事工及籃球事工祈禱。 

 為研習中心管委及同工祈禱。讓研習中心能發揮門戶的作用，讓教會

可以接觸及服侍坊眾，見證福音。 

 為宏信堂同工、肢體、教會發展、學校合作事工祈禱。 

 

 



2016 年 4 月份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表 
日 期 4月 3日 4月 10日 4月 17日 4月 24日 

節 期 復活期第二主日

(白) 

復活期第三主日

(白) 

復活期第四主日

(白) 

復活期第五主日

(白) 

 聖餐  聖餐 差傳主日．講座 

舊約經課 徒 5:27-32 徒 9:1-20 徒 9:36-43 徒 11:1-18 

詩篇 詩 150:1-6 詩 30:1-12 詩 23:1-6 詩 148:1-14 

書信經課 啟 1:4-8 啟 5:11-14 啟 7:9-17 啟 21:1-6 

福音經課 約 20:19-31 約 21:1-19 約 10:22-30 約 13:31-35 

主  禮 張顯朗弟兄 黃文興弟兄 黃志東教師 呂慶棠牧師 

講  員 呂慶棠牧師 黃志東教師 呂慶棠牧師 羅永光博士 

司  琴 呂卓珩姊妹 張 瑩姊妹 陳可凝姊妹 陳玉梅姊妹 

讀  經 周玉英姊妹 梁錫祥弟兄 黃麗芳姊妹 李勝財弟兄 

點  燭 鄧礎楹姊妹 潘梓穎弟兄 呂卓琛姊妹 陳子謙弟兄 

收獻及數獻 蔡淑娟姊妹  

 關美嬌姊妹、 

 陳歡琼姊妹、 

余玉芬姊妹 

盧秀妍姊妹、 

黃寶美姊妹 

陳雁卿姊妹、 

   

曾香梅姊妹、 

李潔明姊妹 

接  待 翟桂弟兄、 

吳秀蘭姊妹 

傅敏華姊妹、 

林阿春姊妹  

關春霞姊妹、 

葛愛民姊妹 

吳令衡姊妹、 

陳玉梅姊妹 

投  影 陳子謙弟兄 陳明哲弟兄 黃載恩弟兄 陳信哲弟兄 

影  音 潘梓聰 潘梓聰、曾文發 曾文發、張顯朗 潘梓聰、張顯朗 

插  花 蘇秀雲姊妹 蘇秀雲姊妹 李清偉弟兄 鄧添弟姊妹 

值日執事 李冠群執事 

兒童崇拜 

主 禮 謝鳳英姊妹 黃志東教師 蘇秀珍姊妹 黃志東教師 

司  琴 呂卓琛姊妹 鄧礎祈姊妹 呂卓琛姊妹 鄧礎祈姊妹 

分 享 蘇秀珍姊妹 黃志東教師 謝鳳英姊妹 黃志東教師 

點  燭 韓子羽姊妹 施婉霞姊妹 黃智鈞弟兄 黃詠琳姊妹 

初小班 鄧潔華姊妹、 

韓浩權弟兄 

黃秀芳姊妹、 

盧秀妍執事 

鄧潔華姊妹、 

韓浩權弟兄 

黃秀芳姊妹、 

盧秀妍執事 

高小班 鄧依平姊妹 鄧貴來弟兄 蘇秀珍姊妹 黃志東教師 

(如有疑問或未能當值，請盡快與當值執事或教牧同工聯絡，以便調動。) 

『做少啲,做好啲』執事及事奉人員訓練 
目的：以管家職份的角度提供事奉心志、理念與實際運作技巧和指引。 

對象：現任及未來執事、部門負責人及有心志參與教會事奉的肢體 

日期：４月２４日，下午２：００－４：００ 

講員：呂慶雄博士 

 

 

 



《宏信堂消息》 
感謝天父上帝的恩典，讓梁巧兒姊妹之奶奶黃金彩姊妹於 3月 23日在

博愛醫院受洗，成為本堂教友，請各位持續為禱告黃姊妹，願主堅固她的

身體和心靈。 

全堂事奉人員退修會 
本堂謹定於 3月 27日至 28日作「全堂事奉人員退修會」(包括:聖工委

員會委員、部門內閣、有事奉崗位者) 參與，安排如下: 

地點: 123室 

3月 27日(日) 下午 3時 至下午 7時 -- 退修 

時間為 3:00pm-7:00pm，內容由陳國權牧師策劃及帶領，以靈修和禱告

為主。 

3月 28日(一) 上午 9時 至下午 7時 -- 全堂五年計劃 

時間為 9:00am-7:00pm，內容以分享宏信堂未來五年的發展異象、人數

增長策略（濶度）；並探認領袖培育和信徒的關顧策略（深度）為主。 

請各事奉人員安排時間出席。如有查詢請與明詩琪教師聯絡。 

4月 10 日宏信堂教友大會 
本堂將於 4月 10日崇拜後下午 1:00-1:45舉行教友大會，流程如下： 

地點: 演講室 

1. 靈修及背景 

2. 2015年度報告 

3. 2016年度計劃 

4. 2015年度財政報告 

5. 2016年度財政計劃 

6. 預備自立歷程 

請各教友預留時間出席。 

為使各位能在教友大會前有充分時間先查閱相關文件，本堂會把教友大

會文件放置於本堂的網頁內。由於這是內部文件，只供會友查閱，所以我

們會加設密碼，再經由 what's app通知大家。若未及通知的，大家可自

行向幹事查詢，或於 4月 3日索取硬本，敬請留意。 

 

行政部 

球場安全 
由於球場上有不同年紀的小朋友一起玩耍，除了球場當值人員須留意小

朋友的安全外，也請家長盡量在各方遙望著小朋友的情況。 

另外，基於安全原因，本堂由今天起禁止小朋友在學校範圍內玩滑板

車，敬請各位家長留意。 



 

崇拜部 
為使本堂會眾有互相聚會和溝通的機會，崇拜部安排每個月一次的崇拜

後「愛筵」，日期如下，請會眾預留時間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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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段會在崇拜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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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部 
為培養小朋友閱讀聖經及服侍教會的態度及責任感，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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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7日
黃羽弟兄

(牧區長:張玉女姊妹)

楊飛姊妹

Narmia
(牧區長:梁慧盈姊妹)

鄧浩彰弟兄

Ethan
(牧區長:梁慧盈姊妹)

鄧倬寧姊妹

Audrey
(牧區長:張翼旋姊妹)

馬昫旻姊妹

Hadassah
(牧區長:梁巧兒姊妹)

4月3日

鄧楚謙弟兄

Scott
(牧區長:張玉女姊妹)

-

鄧楚蕎姊妹

Ruth
(牧區長:梁慧盈姊妹)

-

楊靖軒弟兄

Edison
(牧區長:梁巧兒姊妹)

4月10日

鄧宇延弟兄

Milo
(牧區長:張翼旋姊妹)

鄧宇欽弟兄

Michael
(牧區長:梁巧兒姊妹)

黃羽弟兄
(牧區長:張玉女姊妹)

馬昫旻姊妹

Hadassah
(牧區長:梁巧兒姊妹)

黃可琳姊妹

Holam
(牧區長:張翼旋姊妹)

4月17日
簡穎詩姊妹

Gloria
(牧區長:梁慧盈姊妹)

梁澄熹弟兄

Hermas
(牧區長:張玉女姊妹)

李佳臻弟兄

William
(牧區長:張翼旋姊妹)

-
馬暐晴姊妹

Koleka
(牧區長:梁巧兒姊妹)

4月24日
馬昫旻姊妹

Hadassah
(牧區長:梁巧兒姊妹)

鄧浩彰弟兄

Ethan
(牧區長:梁慧盈姊妹)

鄧宇欽弟兄

Michael
(牧區長:梁巧兒姊妹)

鄧倬寧姊妹

Audrey
(牧區長:張翼旋姊妹)

黎晉光弟兄

Ziv
(牧區長:張玉女姊妹)

約翰福音20:19-31

路加福音24:1-12

讀經經文

約翰福音13:31-35

約翰福音21:1-19

約翰福音10: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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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3月 27日 復活節主日 

4月 24日 第二個聖餐 

5月 22日 第二個聖餐 

6月 26日 第二個聖餐 



歡迎*K1-小六兒童參與兒童崇拜及主日學，時間如下： 

  (*K1 小童需由家長陪同) 

 時間 備註 

當值事奉人員準備 10:15am 兒童事奉人員(10:30am) 、 

成人事奉人員(10:15 am) 

接待 10:40am 成人崇拜門口, 小朋友需由

協助導師帶上 123 室 

開始 10:45am 帶備手冊、飲用水 

崇拜 10:45am-11:10am  

主日學 11:10 am -12:00nn  

由導師及協助帶領小朋友回成人崇拜接受祝福 

 

培育部 

2016 年度課程 

靈修課程 
感謝陳國權牧師的帶領及教導，我們剛完成四堂的靈修課程。在這四堂的

靈修課程當中，我們認識了，並加以實踐 : 

1.  幫助信徒認識不同的靈修方法和與生活的關係 

2. 強化信徒對靈修方法的掌握 

3. 培養靈修習慣及在生活中的實踐。 

已完成課程之肢體如下： 

張翼旋姊妹、陳美鳳姊妹、鄧李和弟兄、關婉姬幹事、梁慧盈姊妹、 

明詩琪教師、呂慶忠弟兄、沈靜雯姊妹、梁巧兒姊妹、鄧嘉南弟兄、 

林翠芳姊妹、黃秉中弟兄、黃子晉弟兄、陳麗英姊妹、麥慶基弟兄、 

陳志偉弟兄。 

 

 

 



 

執事訓練班 
為宏信堂未來發展的需要及希望培育弟兄姊妹成為使人得力的領袖，本堂

培育部將會參與由總會傳道牧養部舉辦的「執事訓練班」。此課程內容是

On Track Networks 的 ACTS2016領袖訓練的三個核心課程，詳情如下： 

主題 日期及時間 截止報名日期 

第一講： 

生命轉化的領袖 

2016年 1月 9-10日 （六、日） 

2:30 - 8:30pm 

已完成 

第二講： 

以價值為本的領導 

2016年 4月 2-3日（六、日） 

2:30 - 8:30pm 

2016.3.12 

第三講： 

建立使人得力的團隊 

2016年 6月 25-26日（六、日） 

2:30 - 8:30pm 

2016.6.4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大埔堂（大埔瑞安街 22號，港鐵太和站Ａ出口） 

講員：趙錦德牧師（On Track 領袖培訓學院院長） 

費用：全期三講，每人共$900，每一講為$300（原價$400） 

對象：歡迎本堂聖工委員及有心志參與帶領事奉的肢體(須經明教師推薦) 

學費津助： 凡報讀一講者，每項單元學費可獲本堂津助港幣$100 

一次過報讀三講者，全期學費可獲本堂津助港幣$500(必須出席全期課程) 

凡有興趣報讀第二、三講之兄姊，請向明詩琪教師或沈靜雯姊妹聯絡。 

已完成第一講課程之肢體如下： 

明詩琪教師、陳美鳳姊妹、沈靜雯姊妹、呂慶忠弟兄、 

鄧李和弟兄、關婉姬幹事、陳麗玲姊妹、麥慶基弟兄。 

已報讀第二講課程之肢體如下： 

明詩琪教師、陳美鳳姊妹、沈靜雯姊妹、呂慶忠弟兄、 

鄧李和弟兄、關婉姬幹事、麥慶基弟兄、張翼旋姊妹、梁慧盈姊妹。 

請為他們的學習禱告，為主使用。 

 

3 月 20 日主日崇拜出席人數 
崇拜人數: 75 人。 

(包括兒童崇拜：小班：10 人，中班：6 人，大班：6 人；共 22 人。) 

3 月 24 日主立聖餐日崇拜出席人數 
崇拜人數: 43 人，領餐人數:36 人。 

 



日 期 4月3日 4月10日 4月17日 4月24日

節 期 復活期第二主日(白) 復活期第三主日(白) 復活期第四主日(白) 復活期第五主日(白)

聖餐 聖餐

詩篇 詩150:1-6 詩30:1-12 詩23:1-6 詩148:1-14

新約引題 徒5:27-32 徒9:1-6、(7-20) 徒9:36-43 徒11:1-18

新約經課 啟1:4-8 啟5:11-14 啟7:9-17 啟21:1-6

福音經課 約20:19-31 約21:1-19 約10:22-30 約13:31-35

主  禮 鄧李和弟兄 明詩琪教師 沈靜雯姊妹 明詩琪教師

講  員 明詩琪教師 呂慶棠牧師 明詩琪教師 方承方副監督

讀  經 周錦紹弟兄 陳美鳳姊妹 江永明弟兄 周錦紹弟兄

侍  從 陳美鳳姊妹 鄧健偉弟兄 黃子晉弟兄 鄧李和弟兄

司  琴 盛秉熙弟兄 呂凱詩姊妹 趙大衛弟兄 趙大衛弟兄

接待 及 黃潤章姊妹 陳麗玲姊妹 呂慶忠弟兄 黎錦堂弟兄

收獻 曾憲勳弟兄 黃家文弟兄 李曉迎弟兄 龍秀芳姊妹

影 音

插  花 陳景嬋姊妹 龍秀芳姊妹 陳景嬋姊妹 龍秀芳姊妹

茶  點 鄧李和弟兄 黃潤章姊妹 陳景嬋姊妹 陳麗玲姊妹

球場當值 麥慶基弟兄 陳美鳳姊妹 梁慧盈姊妹 馬堅騰弟兄

主禮+讀經 張翼旋姊妹 沈靜雯姊妹 張翼旋姊妹 馬堅騰弟兄

詩歌 沈健怡姊妹 陳美賢姊妹 陳鳳儀姊妹 陳軒裔弟兄

小班 何曉彤姊妹 陳美賢姊妹 陳鳳儀姊妹 梁巧兒姊妹

中班 沈健怡姊妹 劉秀慧姊妹 沈健怡姊妹 馬堅騰弟兄

大班 張翼旋姊妹 沈靜雯姊妹 張翼旋姊妹 陳軒裔弟兄

協助 龍秀芳姊妹 何曉彤姊妹 廖嘉雯姊妹 黎錦堂弟兄

陳志偉弟兄 黎錦堂弟兄 曾宇謙弟兄 麥景珍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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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4月份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表

麥慶基弟兄、葉堅弟兄、鄧健偉弟兄、鄧嘉南弟兄

兒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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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小組聚會 

 *本年度為新開展的服務 開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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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家長團契 早上 9:00-11:00 5-10-2015 

星期四 *英雄聯盟(中學生青年團契) 下午 3:45-5:00 24-9-2015 

星期五 豐足家長團契 上午 9:30-12:30 15-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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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拉撒路 中午 12:30-2:00 20-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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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使用團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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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名隊員及 2015-2016年度申請試辦之中級組 14名隊員。感謝龔

炳輝副隊長協助開辦中級組，以及各導師的貢獻。陳軒裔弟兄剛完成

導師基本課程的裝備，成為輔助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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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本會道聲出版社推薦一本好書《神州義僕》奉贈 50 本給堂會，現已送達

本堂。若有興趣之會友，請與幹事聯絡安排索取；有感動者，歡迎自由奉

獻，以支持在內地的福音事工。 

 

 

 

 

 

 



《本會消息》 

迎向《教會改革運動 500周年》活動－2016婦女大會 

誠徵以「藉恩典。得釋放」為主題之婦女見證 
香港信義宗聯會為預備迎接《2017教會改革運動 500周年紀念》，

於去年舉辦了「Role in Road」2015 青年大會；而今年我們亦將於 10

月 23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在信義會真理堂，舉辦 2016婦女大會，主題為

「藉恩典。得釋放」。 

與此同時，亦盼能藉著是次大會主題信息「藉恩典。得釋放」，鼓

勵在生命中曾有深刻經歷的婦女們，能勇敢地寫下見證，宣告福音如何

將她們從痛苦中釋放出來。 

 故此，現致函各堂會，盼能代為物色合適之婦女見證者，並鼓勵

其以文字將見證記錄下來（以 800字為限；如有需要，可聯絡派員以訪

問形式記錄後再作筆錄），敬請各堂會將收集到的見證於本年 4 月底前

電郵至 hklutheranfed@gmail.com，或郵寄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0A信

義樓 4樓，執行幹事陳惠賢牧師收。 

 
 

《其他消息》 

周年聖樂崇拜【承．傳】 
主辦：信義宗神學院       地點：真理堂 

日期：2016年 4月 15日(五)   時間：晚上 8:00 

講員：羅祖澄牧師（崇真會總牧） 指揮：伍中恩老師，趙慧德教師 

司琴：黃鄺美明師母，潘展鋒弟兄 管風琴：唐展煌先生 

獻唱：信義宗神學院詩班，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詩班 

獻奏：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管弦樂小組 

 

信義宗神學院延伸課程（元朗區） 
地點：元朗生命堂 

１．「人際衝突的處理」 

內容包括課堂指導、個人及小組練習，幫助學員認識自己，理解 別

人，以達致和而不同。 

日期：2016年 4月 22日至 5月 20日（逢星期五，共五堂） 

講師：董慧明博士 

網上報科登記：http://lts.edu/2013/tee_t1app.php 

在優惠期內旁聽報名，可獲六折優惠，即十小時課堂只收$240，如

出席率達八成，可獲旁聽證書。詳情留意附上之海報及報名表。 

mailto:%E6%96%BC%E6%9C%AC%E5%B9%B44%E6%9C%88%E5%BA%95%E5%89%8D%E9%9B%BB%E9%83%B5hklutheranfed@gmail.com%EF%BC%8C%E6%88%96%E9%83%B5%E5%AF%84%E4%B9%9D%E9%BE%8D%E6%B2%B9%E9%BA%BB%E5%9C%B0%E7%AA%A9%E6%89%93%E8%80%81%E9%81%9350A%E4%BF%A1%E7%BE%A9%E6%A8%934
mailto:%E6%96%BC%E6%9C%AC%E5%B9%B44%E6%9C%88%E5%BA%95%E5%89%8D%E9%9B%BB%E9%83%B5hklutheranfed@gmail.com%EF%BC%8C%E6%88%96%E9%83%B5%E5%AF%84%E4%B9%9D%E9%BE%8D%E6%B2%B9%E9%BA%BB%E5%9C%B0%E7%AA%A9%E6%89%93%E8%80%81%E9%81%9350A%E4%BF%A1%E7%BE%A9%E6%A8%934
mailto:hklutheranfed@gmail.com


 ２．「投資？投機？基督徒的資產管理」 

 基督徒如何做好管家的角色？ 如何才是按真理妥善保管財富、資

產呢？ 在經濟變幻的時代中，基督徒應如何自處？ 

日期：四月三十日（六） 

時間：晚上 7:30 

講員：羅永光博士 （信義宗神學院系統神學及 歷史神學教授） 

姚兆鋒博士 （香港金融管理局高級經理） 

費用全免，詳情可參閱附上海報。欲報名者可電郵 tee@lts.edu，

註明［登記出席「「投資？投機？基督徒的資產管理」講座］，留下姓名

及報名人數。 

 

巴蘭先知：「從民數記到啟示錄，對今天教會的啟迪」講座 
明道社與元朗基督教聯會合辦，4 月 15 日週五晚上 8 時假元朗安

寧路 115號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生命堂舉行。講員：陳錦友牧師（美

國三一神學院哲學博士，「明道研經叢書」《民數記—信與不信的日誌》

的作者。本書榮獲第七屆基督教金書獎「教會事工｜（教材及課程）」

獎），費用全免，額滿即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