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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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後第八主日 (綠) - 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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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12 (舊約 918 頁) 

舊約經課：傳 1:2、12-14，2:18-23 

 (舊約 1084 頁) 

新約經課：西 3:1-11 (新約 353 頁) 

福音經課：路 12:13-21 (新約 128 頁) 

        

成人崇拜   
主    禮 : 鄧李和弟兄 
講    道 : 羅雪雯牧師  
讀    經 : 呂慶忠弟兄 
侍    從 : 陳頌悠姊妹 
司    琴 : 黃曉恩姊妹 
接    待 : 劉珮珊姊妹、陳麗玲姊妹 
點    獻 : 劉珮珊姊妹、陳麗玲姊妹 
場地/音響 : 黃子晉弟兄 
直    播 : 黃秉中弟兄 
投    影 : 林翠芳姊妹 
插    花 : 梁巧兒姊妹  
 
本週金句:  

「上帝是信實的，他不會讓你們遭受無法承受的考驗。」                                        

（林前 10:13） 

詩 歌 

新頌 4     向主歡呼 

詩歌     我們呼求 

新頌 29   上帝的靈氣 

新頌 91     奉獻與祢 

新頌 120      我們蒙召 

兒童崇拜 

主禮/詩歌：黎瑩姊妹 

協助導師：丘靄妮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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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道心得》 

 
講員：羅雪雯牧師              經課：傳道書 1:2、12-14，2:18-23 

講題：在乎                                     歌羅西書 3:1-11 

聽道筆記：      路加福音 12:13-21 

                            

                            

                          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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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日營」 
［本會信徒培育部主辦］ 

日   期：  2022 年 9 月 3 日（週六） 

時   間：  早上 10:00 至下午 5:00 

地   點：  饒宗頤文化館 G 座博雅館資源中心（美孚港鐵站 B 出口） 

主   題： 「曾經，我們在荒涼的日子為上帝建造——《哈該書》研讀」   

講   員：  黃家儒牧師（信義宗神學院舊約儲備師資；神學博士候選人，主修舊約） 

費   用：  港幣 100 元（不包括午餐） 

名   額：  80 人 

截止日期：  2022 年 8 月 26 日（週五） 

報名或查詢：歡迎與教會幹事 Sharon 聯絡 



【香港基督少年軍：賣旗活動】 

2022 年 8 月 3 日(星期三)，幫手買支旗丫！ 

 

香港基督少年軍現舉辦一系列賣旗活動，其收益主要用於制服團隊服務，鼓勵

家長與子女 一同參與是次有意義的籌款活動，家長可考慮以下列方式支持活

動： 

 

A. 透過以下捐款途徑支持香港基督少年軍：  

• 劃線支票：支票抬頭請填寫「香港基督少年軍」並郵寄到新 界馬灣 739 地

段馬灣公園二期馬灣活動中心二樓。 

• 直接存入「香港基督少年軍」銀行戶口：匯豐銀行: 411-687-858-838 ／東

亞銀行： 154-10-400223-5 。 

• 轉數快：快速支付系統識別碼：4922456 * 請備註: Flag Day，然後把成功

捐款之頁面截圖（須顯示付款日期）電郵至 fundraising@bbhk.org.hk 或

WhatsApp 至 61534175 公關及籌款部收。 

 

B. 參與網上賣旗 

「網上賣旗義工」可於籌募期 7 月 1 日至 8 月 10 日期間，透過電話／網上

各媒體（如：WhatsApp, Facebook, Instagram 等） 將賣旗呼籲信息轉發、分享、

廣傳，呼籲親友捐款支持基督少年軍事工。 

 

 

有關賣旗活動詳情、其他捐款／支持方法及義工報名，歡迎瀏覽香港基督少年

軍網頁 https://www.bbhk.org.hk/flagday2022，亦可致電 2273 0303 或以電郵

(fundraising@bbhk.org.hk)方式與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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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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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青少年們禱告：祈求天父幫助應屆高考放榜的年輕人，開啟他們的心，讓他們在

未來繼續升學或就業的規劃上和尋索上，得到天父的帶領、賜福與保守。也祈求天

父眷顧在香港或海外的青少年肢體，幫助他們在學習、生活作息、健康、信仰及品

格成長上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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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堂各家長、成年肢體和長者禱告：祈求主記念要照顧家人作息的、要安排子女

在港或赴海外繼續升學的、要面對工作壓力的家長和成年肢體，賜予他們有足夠的

能力、健康、智慧與信心去面對一切，在身心與靈命上都得蒙天父的保守。也照顧

長者與患病者們，讓他們的疾病與身體不適，都能得到合適的護理和醫治，在生活

作息和心靈上都得安康。 

 為「學道班」及「夢創」團各參加者禱告：祈求天父開啟「學道班」參加者的心，

使在學道中得著真理，明白基督施予的救贖恩典，在真道上得到更多的造就。也祈

求天父保守「夢創」各少年人，讓他們在心智、人際關係及信仰上都有良好的栽培

和成長；賜力給眾導師，使他們有足夠的恩賜和力量去服事，在事奉中滿有福樂！ 

 為明詩琪牧師禱告：祈求天父保守她在德國的學習與對家庭的照顧，讓她有足夠的

能力、健康和智慧，使她在種種挑戰與壓力中也能享受天父所賜的福樂；也祈求天

父看顧她家人在德國的生活，使能同沐天父深恩。 

為教會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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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奉和生活上滿有力量和喜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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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監督、總辦各同工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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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信義宗神學院禱告：祈求天父眷顧新任院長及眾老師，使用他們在福音傳承和傳

道同工培育上更有力量；也感召更多願意委身事奉的弟兄姊妹進入神學院接受裝

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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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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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教會防疫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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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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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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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埔寨 LOC 通訊：https://www.elchk.org.hk/hk/overseas-mission/l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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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vineyard.org.hk/internal
https://www.elchk.org.hk/hk/resources-chinese/lutheran-news
https://www.lts.edu/2013/downloads/presswork/newsletter/C187.pdf
https://www.elchk.org.hk/hk/overseas-mission/loc


事奉人員表 
(修訂日期: 7 月 29 日) 

 

 

 

 

2022年 8月7日 8月14日 8月21日 8月28日

聖餐 聖餐

司琴 趙大衛 何家樂 何家樂 何家樂

主禮 鄧嘉南 關婉姬 江永明 麥慶基

講道 林靜茹牧師 鮑世明牧師 羅永光牧師 鮑世明牧師

讀經 李曉迎 黎   瑩 陳美鳳 蘇綺珊

伴唱 陳百達

侍從 黃子晉 鄧朗言 陳頌悠 鄧朗言

陳頌悠 鄧宇廷

接待 陳麗玲 劉珮珊 陳麗玲 黃潤章

劉珮珊 張玉女 梁巧兒 梁慧盈

點獻 陳麗玲 劉珮珊 陳麗玲 黃潤章

劉珮珊 張玉女 梁巧兒 梁慧盈

插花 陳景嬋 劉珮珊 龍秀芳 黃潤章

聖餐整理 陳麗玲 張翼旋

直播 陳麗英 黃秉中 黃秉中 張翼旋

投影 林翠芳 黃子晉 林翠芳 周錦紹

主禮/詩歌/訊息 丘靄妮 梁巧兒 孫婉玲 關婉姬

協助導師 梁巧兒 龍秀芳 丘靄妮

大班導師 鄧嘉南 陳麗英 黎   瑩 麥慶基

細班導師 Stephen 梁巧兒 孫婉玲 關婉姬

助教 丘靄妮 龍秀芳 丘靄妮

兒童崇拜

音響

成人崇拜

主日學

鄧李和 陳百達 鄧嘉南 鄧李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