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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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臨期第三主日(紫) -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本周金句: 「你要懷孕生子，要給他起名叫耶穌。 他將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 

子；主上帝要把他祖先大衛的王位給他。」 （路 1：31-32） 
 

聖經經課                                 

新約經課: 路 1:26-38（新約 98 頁） 

舊約經課: 撒下 7:1-11、16（舊約 492 頁） 

新約經課: 羅 16: 25-27（新約 283 頁） 

福音經課: 路 1: 46-56（新約 99 頁）        

 

成人崇拜  

感恩頌時刻: 梁慧盈姊妹 

主    禮 : 鄧李和弟兄 

講    道 : 明詩琪牧師 

讀    經 : 江永明弟兄 

侍    從 : 鄧景濤弟兄、高穎雯姊妹 

司    琴 : 趙大衛弟兄 

接    待 : 陳麗英姊妹、陳麗玲姊妹 

點    獻 : 曾憲勳弟兄、陳麗玲姊妹 

聖餐整理： 龍秀芳姊妹 

場地/音響:  葉堅弟兄/曾憲勳弟兄 

錄    影 : 林翠芳姊妹 

投    影 : 沈巧嵐姊妹、黃子晉弟兄 

插    花 : 龍秀芳姊妹 

茶    點 : 聖誕愛筵 

其他 

地下球場當值: 馬堅騰弟兄、梁慧盈姊妹 

 

 

兒兒童齊到成人崇拜 

辦公室地址 : 新界元朗欖口村路 25 號 

堂主任     : 明詩琪牧師  

幹事       : 鄧關婉姬姊妹、崔衛女士 

實習神學生 : 何景昕弟兄 

辦公室電話 : 2944 2000   電郵地址 : vylchurch@gmail.com 
 

詩 詩 歌 

红 红頌 91   齊來，宗主信徒 

红 红頌 93   小小聖嬰何等謙卑 

   红頌 101  請聽天使高聲唱 

   红頌 121  安靜夜，聖善夜 

   新頌 93   獻上 

   红頌 122  到山嶺上去傳揚 

 

 

 



《聽道心得》 

講員：明詩琪牧師 

講題：大逆轉      經課：路加福音 1: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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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3 日聖洗禮 

請為以下接受聖洗禮之弟兄姊妹禱告:  

吳明月、單紫慶、單紫媛、單富謙、 

吳清芳、李欣曦、沈巧嵐、羅慧心 

(兒童) 江悠、江翹、江譽、江碩 

 

 

2018 年宏信堂第一次教友大會 

我們將於 2018 年 1 月 21 日崇拜後召開教友大會，屆時大家需要通過 2018 年度

計劃和財務預算，並閱讀 2017 年度報告及財務報告，亦一起分享宏信堂的發展

異象和遠景。請各位務必預留時間出席。 

 

聘請崔衛女士為本堂幹事 

感謝上帝的恩典，讓本堂自 12 月 1 日起，聘請崔衛女士(Sharon)為幹事，主力

協助行政工作。請為崔幹事的服侍禱告，願主保守、加力及帶領。 

 
關婉姬姊妹請辭本堂幹事一職 

感謝主的帶領，讓關婉姬姊妹(Naomi)為本堂的行政工作服侍了四年多的時間；

而 Naomi 於 2018 年 1 月 31 日請辭本堂幹事一職，人事小組及執事部一致接納。

我們深願主上帝繼續賜福關婉姬姊妹的前路，使她的生命成為榮神益人的見證。 

 

 

 



崇拜部 
祈禱會 

日期:  逢星期五 

時間:  晚上 8:00 - 9:00 

地點:  宏信堂明牧師辦公室 

目的:  透過祈禱與主建立親密關係，並建立互相關懷的肢體生活 

祈禱會內容: 1. 恆常事項~ 為教會、學校、老師、家長及學生禱告  

2. 普世事項~ 為各地戰亂、天災人禍及福音宣教禱告  

3. 個人事項~ 為信徒個人需要禱告 

 

 

培育部 
第三期主日學課程「信仰實踐與親子教育之《馬太福音》查經」已開課，請預

留時間於崇拜後出席學習。 

 

全堂兒童及少年福音營 
 

感謝上帝的恩典，2018年 12月 8-10日的福音營已經順利完成，願主繼續賜福參與福

音營的 42 位兒童和少年，並記念 21 位家長及導師的辛勞。 

 

福音營的重聚日將於 2018 年 1 月 7 日（星期日）崇拜後在 123 室舉行，當天會頒發證

書給參與者，並且會一起開個 celebration party，請各位導師、家長、兒童、青少年及

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同頌主恩。 

 

 

兒童部 

耶穌生日會之敬老篇 (Let’s Party) 

日期: 2017 年 12 月 24 日 (星期日) 

時間: 下午 2:00 – 4:00 

地點: 知年護養院 

      元朗青山公路潭尾段下竹園村 E7-E13  (錦繡花園與加州花園之間) 

內容: 探訪老人院，齊齊唱聖誕歌、玩遊戲、拍即影即有相片、食蛋糕、 

關懷問候、與公公婆婆慶祝耶穌生日 

集合: 宏信堂地下集合，安排旅遊車來回 

費用: 全免 

對象: 12 歲以下小童需有一位家長陪同參與 

名額: 24 位 (成人+小童) 
 

12 月 17 日主日崇拜出席人數共 79 人。 

成人 52 人；青少年 5 人、小朋友 22 人，共 2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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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教牧、同工及聖工委員會代禱。 

 請為已接受聖洗禮的肢體禱告。 

本堂事工發展 

 為宏信的禾場得以彰顯上帝的大能和榮耀代禱。 

 求主賜給明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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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少團契--紅海組禱告，讓他們認識信仰，並在互愛中成長，將來有更多事奉的

機會，並成為愛主、愛人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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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信堂各小組聚會時間表 

星期二 紅海組 下午 6:00-8:00 

隔星期二 拉撒路 晚上 8:00-9:00 

星期三 大福家長團契 早上 9:30-11:15 

星期四 喜樂家長團契 早上 9:30-11:15 

星期五 葡萄園 360° 晚上 8:00-9:30 

星期六 以諾組 晚上 8:00-10:00 

每月一次 迦南組  

每月一次星期日 摩西組 (長者) 崇拜後 

 



 

崇拜事奉人員表 

 
2017年 12月25日 12月31日 （2018）1月7日 1月14日 1月21日 1月28日

聖餐 聖餐 聖餐

成人崇拜 感恩頌時刻 麥駿朗 潘景恒 周錦紹 麥駿朗 梁慧盈

司琴 趙大衛 呂凱詩 鄧景濤 呂凱詩 盛秉熙 趙大衛

主禮 梁慧盈 鄧嘉南 張翼旋 麥慶基 沈靜雯 明詩琪牧師

講道 明詩琪牧師 何景昕 明詩琪牧師 林玉嬋牧師 羅永光博士 陳慧玲牧師

讀經 馬堅騰 呂慶忠 呂慶忠 馬堅騰 周錦紹 江永明

鄧楚謙 鄧景濤 鄧健偉 馬暐晴 潘玟杰 黃子晉

鄧楚謙 高穎雯

 陳麗玲 黎錦堂 龍秀芳 黎錦堂  陳麗玲 羅慧心

呂慶忠  黃家文 鄧李和 呂慶忠  黃家文  黃潤章 

 陳麗玲 黎錦堂 龍秀芳 黎錦堂  陳麗玲  陳麗玲 

呂慶忠  黃家文 鄧李和 呂慶忠  黃家文 呂慶忠

插花  龍秀芳 梁巧兒 陳景嬋 龍秀芳 陳景嬋 龍秀芳

聖餐整理 關婉姬 張翼旋 龍秀芳

場地/音響 潘景恒 麥慶基 麥慶基 鄧健偉 葉    堅 潘景恒

錄影 黃秉中 陳麗英 沈健怡 林翠芳 黃秉中 梁志龍

馬暐晴 潘玟杰 高穎雯 麥駿朗 馬暐晴 沈巧嵐

黃子晉

茶點  陳麗玲 陳景嬋  陳麗玲  黃潤章 以諾組 陳志偉/蕭詠琪

馬堅騰 陳志偉 馬堅騰 麥慶基 陳志偉

麥駿朗  陳麗玲 沈靜雯 梁慧盈 麥駿朗

123室乒乓球當值 麥慶基 黃秉中 梁志龍

沈健怡 黃秉中 梁志龍 麥慶基 周錦紹

梁志龍 林翠芳 沈健怡 陳麗英 張翼旋

場地 麥慶基 黎錦堂 鄧嘉南 曾憲勳 麥慶基

主禮 / 詩歌 馬堅騰 鄧嘉南 梁慧盈 高耀德 高耀德

小侍從  楊仁學 簡穎詩 黃    羽 鄧宇欽 楊    飛

讀  經 潘俊滐 黎晉光 黃可琳 鄧朗言 馬昫旻

收  獻 簡穎詩 潘俊滐 曾凱文 鄧宇廷 潘縉彥

郭敏儀 沈靜雯 龍秀芳 羅逸雅

廖嘉雯 黎錦堂 曾憲勳 江永明

細 班 何景昕 何景昕 何景昕

中 班 劉秀惠 劉秀惠 劉秀惠

大 班 梁巧兒 梁巧兒 梁巧兒

細班助教 沈靜雯 龍秀芳 羅逸雅

中班助教 黎錦堂 曾憲勳 江永明

兒童崇拜

主日學

侍從

接待

點獻

張玉女、朱若蘋、

何曉彤、沈靜雯、

梁巧兒

聖誕假期；是

日主日學暫停

一次

投影

地下球場當值

統籌員

 聖誕節與成人

一起崇拜
協助導師

 
 

各事奉人員留意當值的時間，最遲於當天上午十時前抵達及準備。 

如因事未能當值，請盡早通知幹事或教牧。 



《總會消息》 

由傳道牧養部主辦明年的領袖日營，已定於 2018 年 1 月舉行。為了讓本會領袖

從受託觀念看信徒領袖與教會之間的關係，成為一位與時並進的管家。領袖日

營詳情如下: 

 

日期: 2018 年 1 月 20 日(六)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地點: 紅磡 8 度海逸酒店 (香港九龍土瓜灣九龍城道 199 號) 

(港鐵紅磡站 C 出口有免費穿梭酒店巴士接載前往) 

主題: 受託 

人數: 100 人 

收費: 港幣 100 元 

 

培靈會 

題目: 忠於主的託付 

講員: 張振華監督 

內容: 無論牧師、常委或執事都是受託作僕人，作為主的管家，我們如何在

香港信義會及堂會實踐這管家的職分。 

 

工作坊一: 

題目: 透析防治性騷擾政策 

講員: 蒲錦昌牧師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 

內容: 認識何為性騷擾及其防治政策 

 

工作坊二:  

提防教會跌入法律陷阱 

講員: 何燕芳律師 (本會義務律師) 

內容: 認識堂主任與執事會在管理教會中的權與責。 

請與明牧師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