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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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後第一主日(白) -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年度主題: 「唯獨基督．連於元首．盡祭師的職份」 

聖經經課                                 

詩    篇: 詩 148:1-14 (舊約 1025 頁) 

舊約經課: 賽 61:10-62:3 (舊約 1219 頁) 

新約經課: 加 4:4-7(新約 329 頁) 

福音經課: 路 2:22-40 (新約 101 頁) 

        

成人崇拜   
主    禮 : 鄧嘉南弟兄 
講    道 : 葉文利姊妹  
司    琴 : 趙大偉弟兄 
音響/錄影/投影 : 麥慶基弟兄 
插    花 : 劉珮珊姊妹 
 

 
 
 
 
 
 
 
 
 
 
 

 

 

辦公室地址 : 新界元朗欖口村路 25 號 

代堂主任   : 呂慶忠弟兄   

行政幹事   : 崔衛女士 

福音幹事   : 丘靄妮姊妹 

辦公室電話 :  2944 2000   電郵地址 : info@vineyard.org.hk  

詩 詩 歌 

红 紅頌 91  齊來宗主信徒  

   新頌 16  祂降臨 

  新頌 113 主，求祢垂聽      

   紅頌 189   一年之中所賜鴻恩  

 



《聽道心得》 

 
講員：葉文利姊妹 

講題：盼望何處尋？                         經課：路加福音 2:22-40 

聽道筆記：                                       

                            

                                             

                                             

                                             

                                             

                                             

《本堂消息》 
 

歡    迎 

歡迎各弟兄姊妹一起參與崇拜，讓我們能一齊感恩、敬拜、領受主恩。 

 

 

 

感    謝 

感謝葉文利姊妹今天蒞臨為本堂證道，願主賜福葉姊妹的事奉和生活，滿有主

的引領 

 

 

 

信義宗神學院 

【學・無界】網上神學體驗（第二期） 

27/1 當先知預言不應驗時 ｜戴浩輝博士 

28/1 世代變遷中的學與教 ｜黎淑美老師 

29/1 利劍穿心 ｜劉榮佳博士 

日期：2021 年 1 月 27-29 日（三至五） 

時間：晚上 8:00-9:30（香港時間） 

語言：粵語進行 

費用：全免 

形式：ZOOM 網上進行 

報名：https://forms.gle/88VF8q1fdidibvA26 

 

 

 

https://forms.gle/88VF8q1fdidibvA26


天朗中心～聖誕節聯歡會取消 
由於疫情在社區漫延的情況仍未緩和，原定在 12 月 25 日聖誕節往天朗中心舉行

的聖誕節聯歡會已取消。而早前為是次活動奉獻購買的禮物，亦已由天朗中心

同工代表本堂贈送給有關家庭，讓各家庭仍能享受節日的氣氛和感受到教會給

予的關懷。願各弟兄姊妹繼續為天朗中心的服務對象禱告，讓福音能早日臨到

各受助家庭，使能同享天國的福樂。 

 

 

2021 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 

新一年度的第一次教友大會將會於 2021 年 1 月 24 日主日崇拜後召開，以審議

2021 年的事工計劃及財政預算，敬希各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現各部門正在

密鑼緊鼓地進行各項事工的規劃之中，請大家在禱告中記念各執事，祈求天父

賜智慧與力量給他們，讓他們更有力量地帶領教會的各項事工。 

新一屆的執事會成員為： 

主席：鄧嘉南 

司庫：陳美鳳  

財政：陳麗英  

文書：陳美賢 

崇拜部部長：黃秉中 

培育部部長：陳美賢 

關懷部部長：梁志龍 

外展部部長：鄧李和 

 

 

不停的禱告 

因應疫情的影響，現時的實體崇拜雖轉為以網上直播的方式進行，而教會大部

份的實體活動也暫時停止了，但我們仍可在禱告中彼此記念、互相支持。而早

前由崇拜部 Whatsapp 建立的禱告群組，現已有十多位弟兄姊妹參加，並不時在

群組中為教會各肢體和社會禱告。因此，若各肢體有任何代禱的需要或願意加

入一起禱告，歡迎與代堂主任呂慶忠弟兄聯絡，以便作出安排。 

 

 

明詩琪牧師德國的進修 

感謝主！明詩琪牧師與兩女兒首個學期的學習已順利完成，並會在 2021 年 1 月

上旬開始第二學期的進修，願主繼續保守她們三人的學習；也請特別為到她們

一家在疫情嚴峻下的生活禱告，保守她們的健康與平安。明牧師的電話也改用

了德國的電話號碼：+49 174 3383599。如各弟兄姊妹想與明牧師聯繫或繼續收到

她直接發出的「代禱廣播」，請將她這新號碼加入個人手機的通訊錄之內。 

 

 

 

 



宏信堂/天朗中心～兒童發展基金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堂（ "宏信堂"） 聯合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朗中心（ "

天朗中心"） 合辦「宏信堂/天朗中心～兒童發展基金」， 簡介如下： 

 

對象：有濫葯問題家庭的貧窮兒童（12 歲或以下） 

目的：  

1. 支援及保護兒童的成長及發展，減少毒品對兒童（下一代）的影響； 

2. 鼓勵相關家庭關注兒童成長/發展，建立儲蓄習慣。 

3. 鼓勵本堂教友活出「愛鄰舍的果子」，除金錢上的支持外，並定期參與合組活

動。 

行動： 

1. 經推薦及批核的家庭會被配對給本堂有感動之家庭 "義工家庭"（首批 3 至 4

組），為期半年，儲蓄金額雙方每月各付港幣 300。 

2. 期間，雙方會定期相聚於天朗中心安排之活動，彼此認識與關顧。 

3. 配對前，本堂義工家庭需參與一訓練課程。 

 

雖然是項服事的報名已於 2020 年 12 月 13 日截止，若仍有感動參與此計劃的家

庭，歡迎與外展部部長鄧李和弟兄聯絡。 

 

「正點口罩」訂購 

教會仍存備有由信義會社會服務部自行生產的「正點口罩」，這批口罩是第二級

別成人口罩，細菌過濾效率及粒子過濾效率均≥99% 。每盒 30pcs，原價 75 元

一盒。歡迎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們可以原價向教會購買。如有需要者，請與行政

幹事 Sharon 聯絡。 

 

網上聖詩欣賞 

詩班已錄製的 《頌主新詩》詩歌，可供大家聆聽及作靈修之用。歡迎大家上宏

信堂 Facebook 或本堂網頁 http://www.vineyard.org.hk/internal（密碼是 vlc2019online）

聆聽。 

 

總會消息 

為方便弟兄姊妹閱讀信義報，現已推出網上版，歡迎連結下列網址閱讀： 
http://www.elchk.org.hk/hk/resources-chinese/lutheran-news 
 

宏信堂聚會時間表 

 

逢第二、四主日 全堂祈禱會 崇拜後 

隔星期五 成人小組 葡萄園 360 晚上 8:00-10:00 

隔星期六 成人小組 以諾組 晚上 8:00-10:00 

彈性時間 成人小組 利未組 彈性時間 

彈性時間 成人小組 約拿組 彈性時間 

http://www.vineyard.org.hk/internal
http://www.elchk.org.hk/hk/resources-chinese/lutheran-news


《代禱事項》 
為社會禱告 

 為仍然肆虐的新冠狀病毒肺炎和本港再次爆發的疫情禱告，求主幫助受影響

的各行各業的復甦，讓失業率可以回落，幫助失業或經濟有困難者能渡過此

艱難時刻、市民的生活能盡早回復正常。 

 為各疫情嚴重的國家和地區的防疫與醫治工作禱告，求主止息蔓延。 

 為受停止實體上課的學校、老師、學生及家長們禱告，使能有效的安排學習

與生活的調整，讓疫情對他們的影響能盡快過去，可以盡早回復正常的教、

學與生活作息安排。 

 

為肢體的需要禱告 

 為本堂身體軟弱的肢體禱告，求主親自保守、看顧和醫治他們。 

 為本堂的長者禱告，求主親自保護他們，給予健康的身體和適切的生活照顧。 

 為明詩琪牧師和一眾仍在海外進修的肢體禱告；因應歐美疫情嚴重，求主保

守他們的的健康、學習和生活適應，給予看顧和保護。 

 為本堂同工及執事們代禱，願主賜力給他們在推行聖工上有智慧，身心靈都

得到天父的保守和賜福。 

 為監督及總辦各同工禱告，祈求天父賜他們智慧與健康以應對因疫情帶給教

會的各種挑戰；讓他們更有能力帶領教會向前邁進。 

 

為教會事工發展禱告 

 為本堂渡過七週年而感恩，感謝天父給予弟兄姊妹七年來的眷顧、培育和賜

福；願天父繼續使用宏信這個禾場，讓更多人得到福音、彰顯上帝的大能和

榮耀。 

 為本堂招聘牧者禱告，求主安排合適人選到來牧養群羊。 

 為來屆執事禱告，求主賜他們智慧、順服的心，使能依從天父的心意去服事

眾肢體；求主賜他們健康與平安。 

 為本堂兒童及青少年禱告，幫助他們認識信仰，並在互愛中成長，有愛主、

愛人的心。也為各導師和各牧區長的關顧工作禱告，賜他們有足夠的智慧、

愛心與力量去幫助小朋友們在靈裏的成長，願主保守他們所作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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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宏信書院禱告，求主幫助林校長與老師們在教學上的安排能順利，保守他

們的教與學和身心靈都得到眷顧；也保守學校的福音工作，幫助更多學生接

受福音。 

 為信義宗神學院禱告，求主幫助老師和學生們的教導與學習。祈求天父賜予

神學院在日常運作及發展資源上的需要，使能為教會培養更多牧場上的工人。 

 

                             

 



 

                 

                      事奉人員表      (修訂日期:12 月 25 日) 

 

2021年 1月3日

司琴 何家樂

主禮 麥慶基

講道 羅永光博士

插花 龍秀芳

場地/影響/錄影 麥駿朗

成人崇拜

 
 

 

本周金句: 「那倚靠耶和華、不理會狂傲和偏向虛假的，這人有福了！」 

 

（詩 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