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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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 (綠) -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九日 

 

年度主題: 「唯獨信心．靠主得力．行福音的使命」 

 

聖經經課  

詩    篇：詩 22:22-28 (舊約 888 頁) 

舊約經課：賽 65:1-9 (舊約 1223 頁) 

新約經課：加 3:23-29 (新約 328 頁) 

福音經課：路 8:26-39 (新約 117 頁) 

        

成人崇拜   
主    禮 : 關婉姬姊妹 
講    道 : 羅雪雯牧師  
讀    經 : 孫婉玲姊妹 
侍    從 : 潘俊滐弟兄 
司    琴 : 何家樂弟兄 
接    待 : 陳麗玲姊妹、張玉女姊妹 
點    獻 : 陳麗玲姊妹、張玉女姊妹 
場地/音響 : 陳百達弟兄 
直    播 : 黃秉中弟兄 
投    影 : 林翠芳姊妹 
插    花 : 龍秀芳姊妹  
 
本周金句:  

「有施捨的，錢財增添；吝惜過度，反致窮乏。」  

（箴 11:24） 

 

詩 歌 

新頌 6      榮耀歸獨一真神 

新頌 108     主賜的平安 

新頌 122   你是屬我 

新頌 91       奉獻與祢 

新頌 39       主差遣我們去 

兒童崇拜 

主禮/詩歌：丘靄妮姊妹 

協助導師：龍秀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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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道心得》 

 
講員：羅雪雯牧師                  經課：以賽亞書 65:1-9 

講題：多麼                                           加拉太書 3:23-29 

                           路加福音 8:26-39 

聽道筆記：            

                            

                            

                          _ 

                            

                            

                          _ 

                            

                            

                          _ 

                          _ 

《本堂消息》 
 

歡    迎 

歡迎各弟兄姊妹一起參與今天的崇拜，讓我們能一齊感恩、敬拜、領受主恩！ 

 

 

 感    謝 

感謝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總辦教會事工主任羅雪雯牧師今天蒞臨為本堂證道，願

主賜福羅牧師的事奉和生活，滿有主的引領。 

 

 

堅信禮 

本堂將於 2022 年 7 月 24 日舉行堅信禮，歡迎年滿 12 歲或以上曾接受嬰孩或兒

童洗禮的本堂教友報名參加，詳情可與代堂主任聯絡。 

 

請為有志接受堅信禮的一眾青少年禱告，求主保守他們的心懷意念和對真道追

求有熱切的心，讓他們有健康的心靈，活在主道之中！ 

 

 



「2022 年少年日營」 

（本會青少年部主辦） 

日期：2022 年 8 月 26 日（五） 

時間：早上 10 時至下午 6 時 

營題：擺低手機 Run Run Run 

目標：在日營中，鼓勵少年人放下手機，積極參與營會活動，努力完成挑戰。 

地點：展能運動村（上水馬草壟展能運動村） 

對象：本會升小四至升中一學生 

名額：32 人（先到先得，以付款作實） 

費用：正價每位＄200，早鳥價（6 月 16 日之前）每位$150，導師每位$100 

截止：2022 年 6 月 30 日（四） 

備注：1. 如同一堂會多於 4 位學生報名，需有一位 16 歲或以上的導師陪伴。 

      2. 費用包括營地內的午餐。 

如有查詢或報名，請與幹事 Sharon 聯絡 

 

明顯流弟兄骨灰安放禮 

本堂明顯流弟兄（明詩琪牧師父親），將於 6 月 25 日下午二時在曾咀 (屯門) 由

鮑世明牧師主持骨灰安放禮。請弟兄姊妹繼續為明牧師及其家人禱告，求主給

予安慰與保守。 

在骨灰安放禮當日，明牧師亦已安排了車由元朗出發往曾咀，然後再由曾咀返

元朗。如若有心，時間上又方便出席的弟兄妹姊，請盡早告訴代堂主任呂慶忠

弟兄或教會幹事 Sharon，以便安排車位。 

 

實體崇拜安排 

在政府社交距離及限聚措施放寬後，宏信堂的實體崇拜亦會由本年 4 月 24 日開

始恢復。由於地下演講廳正進行裝修工程，崇拜地點將移師學校一樓禮堂舉行。 

也因應「疫苗通行證」的法例規定，凡進入宗教場所及學校範圍內（即本堂及

宏信書院）的人士及員工須先接種疫苗(12 歲以下的兒童及持有豁免證明書人士

除外)。因此各弟兄姊妹在返回教會時須： 

1. 掃瞄「安心出行」（已張貼於車場入口保安亭門口）； 

2. 出示／掃瞄接種紀錄或醫學豁免證明書以供備案； 

3. 進入場地時必需佩戴口罩、量度體溫及使用消毒搓手液清潔雙手，並保持

適當的社交距離。 

 

按法例要求，由 2022 年 5 月 31 日起，18 歲或以上人士須接種 3 劑新冠疫苗（12

至 17 歲人士則需在接受第 1 劑後六個月內接受第 2 劑）才可繼續使用「疫苗通

行證」才為有效。若有身體不適或／不方便返回教會參與崇拜者，可透過 Facebook

或 YouTube 直播，在網上一起敬拜天父。 

 

如上述措施引起任何不便，敬希各肢體諒解及配合。若有困難，請與代堂主任

或任何一位執事聯絡。我們亦會緊貼社會的現況及政府最新公佈的法例，適時

作出調整。祈求主止息疫症！ 



《不停的禱告》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為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弗 6:18）。 

 

為肢體禱告  

 為本堂青少年肢體禱告：祈求天父眷顧本堂、宏信書院及在海外留學的同學們，幫

助他們在學習、生活節奏重整、健康、信仰及品格成長上都能得到天父的帶領與保

守，使他們滿有主所賜的力量和盼望去面對生命歷程上的一切挑戰與困難。 

 為長者與患病者禱告：求天父保守在家中各年長肢體都得到適當的照顧，使在疫情

之下仍能保持身心的健康；也為受不同健康問題困擾或長期患病的肢體及其患病的

家人，願他們都能得到合適的護理和醫治，可以減輕身體的不適，在生活作息和心

靈上都得安康。 

 為明詩琪牧師在德國的學習和生活禱告：求主保守她在學業、健康和生活上都有主

的看顧和扶助；也祈求天父看顧她家人在德國的生活，使能滿有主的福樂。 

為教會禱告  

 為學道班各學員禱告：祈求天父保守參加者的心，使能明白真理，體會基督教贖的

恩典，在真道上站立得穩。 

 為「夢創」團契禱告：祈求天父保守參加青少年的心，讓他們在心智、人際關係及

信仰上都得到栽培和成長；也看顧眾導師，使滿有恩賜和力量去服事，能彰顯天父

的榮耀。 

 為本堂各項聖工和事奉人員禱告：祈求天父幫助鮑世明牧師、各執事、幹事及各肢

體，能被天父賜予力量，在事奉和生活上都有滿滿的喜樂與安慰；保守他們所作的

工，能榮神益人。也祈求天父為本堂安排合適的牧者到來牧養群羊，帶領主的聖工

繼續發展。 

 為宏信書院及本會的社會服務事工禱告：祈求天父賜予校長及老師們有健康和智

慧，使能幫助學生們在知識、品格與信仰上都有良好的成長。也祈求天父記念在天

朗中心、靈愛中心和其他各單位所推行的社會服務，讓濫藥或吸毒者得以重建新

生；有需要的青少年、家庭和長者得到適切的援助；福音的種子能在眾人的生命裡

開花結果。 

 為道聲出版社禱告：祈求天父更多信徒能透過道聲的文字事工得到造就。保守道聲

有足夠的資源以維持各項事工，使文字宣教的果效得以拓展。 

 為監督、總辦各同工及神學院禱告：祈求天父保守監督及總辦各同工，願他們有智

慧與健康引領教會的發展、宣教和服事工作。也祈求主看顧信義宗神學院眾師生，

使用他們在福音傳承和傳道同工的培育上得力，為天國福音的傳揚預準更多合適的

用人。 

為社會禱告  

 為本港疫情及社會管治禱告：祈求天父讓本港反覆的疫情有所舒緩，巿民生活能回

復正常。也祈求天父繼續施恩憐憫，讓巿民在恢復面授課堂及社交活動的情況下，

仍不會放輕防疫的意識和對在健康或經濟受到影響者的關懷與支持。也祈願天父帶

領新選出的特首及其管治團隊能有智慧及關愛百姓的心，使民困能得到舒解、社會

的發展得以穩定。 

 為國際的紛爭與戰火禱告：求主止息國際間因利益而產生的紛爭；讓戰火可以終

止，和平早日降臨。願主親手醫治戰火中的傷者、讓喪失的家園早日得以重建，社

會和民生秩序能盡早回復平穩！ 
 



宏信堂聚會時間表 

 

 

有用連結，歡迎瀏覽： 
《頌主新詩》詩歌分享（宏信堂詩班獻唱）： http://www.vineyard.org.hk/internal（密碼：vlc2021online） 

信義報： https://www.elchk.org.hk/hk/resources-chinese/lutheran-news 

信義宗神學院通訊： https://www.lts.edu/2013/downloads/presswork/newsletter/C187.pdf 

 

 

                  事奉人員表     (修訂日期: 6 月 17 日) 

 
 

 

 

 

 

 

 

 

成人及兒童崇拜 主日 10:30-11:45- 夢創 (青少年團) 逢星期六 10:30-12:00 

兒童主日學 主日 11:45-12:45 成人小組：約拿組 彈性時間 

祈禱會 第一、三主日崇拜後 成人小組：利未組 彈性時間 

詩班 第二、四主日 14:00-16:00 成人小組：以諾組 隔星期六 20:00-22:00 

青少年敬拜隊 第二、三、四主日崇拜後 成人小組：葡萄園 360 第二、四週五 

21:00-22:30 

2022年 6月26日 7月3日 7月10日 7月17日 7月24日 7月31日

聖餐 聖餐 聖餐

司琴 何家樂 趙大衛 何家樂 何家樂 何家樂 黃曉恩

主禮 鄧嘉南 江永明 鄧嘉南 黎   瑩 鄧嘉南 鄧李和

講道 鮑世明牧師 蔡志森先生 鮑世明牧師 楊國偉牧師 鮑世明牧師 羅雪雯牧師

讀經 黃潤章 李曉迎 關婉姬 江永明 陳美鳳 呂慶忠

侍從 鄧朗言 陳頌悠 潘俊滐 陳頌悠 鄧朗言 潘俊滐

單富謙 鄧宇廷 單富謙

接待 劉珮珊 陳麗玲 劉珮珊 陳麗玲 丘靄妮 劉珮珊

梁慧盈 張玉女 梁慧盈 梁巧兒 黃潤章 陳麗玲

點獻 劉珮珊 陳麗玲 劉珮珊 陳麗玲 丘靄妮 劉珮珊

梁慧盈 張玉女 梁慧盈 梁巧兒 黃潤章 陳麗玲

插花 黃潤章 陳景嬋 劉珮珊 龍秀芳 黃潤章 梁巧兒

聖餐整理 陸小梅 陸小梅 梁巧兒

直播 林翠芳 陳麗英 黃秉中 林翠芳 黃秉中 黃秉中

投影 黎   瑩 黃子晉 林翠芳 黃子晉 孫婉玲 林翠芳

主禮/詩歌/訊息 關婉姬 孫婉玲 梁巧兒 丘靄妮 關婉姬 丘靄妮

協助導師 張玉女 丘靄妮 丘靄妮 龍秀芳 張玉女 黎   瑩

大班導師 龍秀芳 鄧嘉南 關婉姬 陳麗英 黎   瑩

細班導師 孫婉玲 梁巧兒 丘靄妮 關婉姬 Stephen

助教 丘靄妮 丘靄妮 龍秀芳 張玉女 丘靄妮

鄧李和 黃子晉鄧李和 鄧李和 陳百達陳百達

兒童崇拜

音響

成人崇拜

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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