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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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後第一主日(白) - 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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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11 (舊約 894 頁) 

舊約經課: 賽 6:1-8(舊約 1122 頁) 

新約經課: 羅 8:12-17 (新約 270 頁) 

福音經課: 約 3:1-17 (新約 161 頁) 

        

成人崇拜   
主    禮 : 鄧李和弟兄 
講    道 : 張鎮英牧師  
讀    經 : 周錦紹弟兄 
侍    從 : 廖嘉雯姊妹 
司    琴 : 何家樂弟兄 
接    待 : 陳美鳳姊妹、陳麗英姊妹 
點    獻 : 陳美鳳姊妹、陳麗英姊妹 
場地/音響 : 麥慶基弟兄 
直    播 : 黃秉中弟兄 
投    影 : 張翼旋姊妹 
插    花 : 陳景嬋姊妹 
 

 

「讀經運動 2021」本週閱讀範圍：馬可福音 16 章、路加福音 1-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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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 崇拜直播連結：https://youtu.be/aK8FKlDz_aQ  

詩 歌 

詩歌    全地至高是我主 

   詩歌        頌讚你 hallelujah 

  新頌 38     恩典太美麗 

   詩歌    獻給我天上的主   

   新頌 118    我在這裏  

兒童崇拜 

主禮/詩歌：丘靄妮姊妹 

協助導師：黎錦堂弟兄 

青年、兒童主日學 

大班導師 : 麥慶基弟兄 

細班導師：陳美賢姊妹 

助教 : 丘靄妮姊妹、陳頌悠姊妹 

https://youtu.be/aK8FKlDz_aQ


《聽道心得》 

 
講員：張鎮英牧師 

講題：主，願祢復興我                           經課：以賽亞書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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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鎮英牧師今天蒞臨為本堂證道，願主賜福張牧師的事

奉和生活，滿有主的引領。 

 

 

「你已找到完美疫苗了嗎？」分享會 

繼早前舉辦「如何尋找完美的疫苗」福音信息講座後一段時間，加上本港的疫

苗注射及「疫苗氣泡」政策亦逐步擴展，可能部份弟兄姊妹對接踵疫苗的觀感

和抉擇仍是否存有不少疑問。 

 

今天(2021 年 5 月 30 日)主日崇拜後（11:40am）再次邀請了江永明弟兄（公共衛

生醫學專科醫生）透過名為「你已找到完美疫苗了嗎？」分享會為大家提供新

冠肺炎預防疫苗注射的最最新資訊，並將即場解答弟兄姊妹對接受預防疫苗的

困惑及問題。歡迎各肢體留步出席。 

 

 

學道班 

從 5 月 7 日星期五晚開始，由明詩琪牧師越洋教授的學道班已經開始了，本堂

八位少年：Yoyo, Eunice, Kieran, Ziv, Matthew, Michael, Milo, Godan 均接受這一連

十課的栽培，以預備參與在七月及之後舉行的洗禮和堅信禮。請眾肢體為他們

禱告，求主聖靈帶領他們，讓他們在主的道中成長，並且得到上帝和人的喜悅！ 



讀經運動 2021 

 

本週（2021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6 日）的閱讀範圍是： 

馬可福音 16 章、路加福音 1-5 章 
 

在閱讀完四月份的經文後，記得進入下列

連結回答問題，接受挑戰，以測試你對所

讀經文的掌握程度啊！ 

 

 

 

 

 

 

 

 

 

 

 

 

 

 

 

 

「童來崇拜大挑戰」 

培育部也會每週發放「童來崇拜」短片，歡迎家長與小朋友一起觀看作為靈修。

然後進入下列網址，參加問答遊戲的呀！ 

https://forms.gle/dhZ4pP3Tj9m9BNCB9 

 

 

週五網上查經班：「活潑的信」 

感謝本會資深牧者，「道在人間」中心主任陳國權牧師由 2021 年 4 月 16 日開始，

逢星期五晚上 8:30pm 至 10:00pm，帶領我們從雅各書中探討五個基督徒生活的

相關主題，本週五(4/6)將會進入第六課「甚麼是教會真正力量的源頭」，敬請大

家預備時出席。各課堂的安排如下： 

16/4 緒論 

23/4 如何面對苦難及試探？ 

30/4 如何解決貧富的深層次矛盾？ 

07/5 如何理解信心與行為之間的關係？ 

28/5 甚麼是真正的虔誠？ 

04/6 甚麼是教會真正力量的源頭？ 

18/6 結語 

 

https://forms.gle/dhZ4pP3Tj9m9BNCB9


 

「《提摩太前書》讀經班——打那美好的仗」 

 

由總會青少年部在週五晚舉辦的讀經班「《提摩太前書》讀經班——打那美好

的仗」現已接受報名，歡迎有興趣弟兄姊妹於 2021 年 6 月 24 日或之前向幹

事 Sharon 或代堂主任呂慶忠弟兄報名。詳情如下： 

 

日    期：2021年 7月 2，9及 16日（週五，共三堂） 

時    間：晚上 7:30至 9:00 

形    式：網上舉行 

講    員：張振華監督 

目    標： 1. 掌握《提摩太前書》的基本脈絡和重點； 

2. 立志按書信的教導而生活； 

3. 彼此代禱，支持鼓勵。 

內    容： 第一堂（研讀第一，二章 守護信仰和敬虔禱告） 

               第二堂（研讀第三，四章 持家有道和提醒勸勉） 

               第三堂（研讀第五，六章 照顧弱小和知足行善） 

對    象：本會信徒 

費    用：全免 

 

 

 

21 世紀獅子山下(第二期)專題講座「疫境新常態，逆轉見新天」 

 

繼 21 世紀獅子山下專題講座「香港，還可愛嗎？」，總會家庭關顧部再次推

行第二期講座「疫境新常態，逆轉見新天」，歡迎有興趣弟兄姊妹於 2021 年 7

月 15 日或之前向幹事 Sharon 或代堂主任呂慶忠弟兄報名參加。詳情如下： 

 

日    期：  2021 年 7 月 23 日（週五） 

時    間：  晚上 7:30 至 9:00 

形    式： 網上舉行 

講    員：  李錦棠校長（國際啟發潛能協會（IAIE）顧問、心護航培訓

總監、曾任香港兩間小學校長及國內教育集團總校長） 

專    題：  疫境新常態，逆轉見新天 

內    容： 疫情下家庭面對的挑戰、如何為家庭準備「回復正常」的生

活，以及應對壓力的資源及方法。 

對    象：  本會信徒 

費    用：  全免 
 

 

 

 

 



 

【學・無界】網上神學體驗（第三期） 

由信義宗神學院舉辦的【學・無界】無地域界限的網上神學體驗（第三期）

現已開始接受報名，歡迎有興趣弟兄姊妹點擊以下連結自行報名。詳情如下： 

18/8（三） 研經有秘笈｜黃漢輝博士 

19/8（四） 教會年與靈命塑造｜趙慧德牧師 

20/8（五） 鐵血雄鷹－德國傳教士與香港教會的建立｜胡健斌博士 

日期：2021 年 8 月 18-20 日（三至五） 

時間：晚上 8:00-9:30（香港時間） 

語言：粵語進行 

形式：ZOOM 網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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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聖詩欣賞 

詩班已錄製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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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c2021online）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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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是信徒成長的動力和責任，也是蒙福的途徑。請在私禱中為下列各事項代禱；也歡迎加

入崇拜部設立的 Whatsapp 禱告群組，與眾弟兄姊妹一起無間斷的禱告（若各肢體有任何代禱

的需要或願意加入一起禱告，請與代堂主任呂慶忠弟兄聯絡，以便作出安排）。 

 

為肢體的需要禱告  

 為 75 歲的 Tina 婆婆即將在 6 月 7 日接受食道切除手術及郭根良先生的化療禱

告，求主保守手術和治療的過程，減少病者的惶恐與擔憂，早日康復。 

 為正參加學道班各少年人禱告，求主保守他們學道的心，使能明白真理、活

出信仰。也保守負責授課的明詩琪牧師，讓她在沉重的德文學習壓力之下更

有力量，得著天父賜予的智慧與健康，能平衡教學、進修、家庭照顧與生活

適應的挑戰與壓力。 

 為在海外定居或準備移居海外的家庭禱告，讓青少年們能適應異地讀書與生

活的適應，能在智慧與成長都能有天父的照顧。也祈求天父幫助他們的家長

在新生活上的適應、工作與家庭照顧、健康與靈命都能有天交的保守。 

 為青少年們禱告，求主幫助他們脫離網上沈溺或一些不良習慣，保守他們的

心，使能勝過一切引誘和試探，讓他們能重回學習與生活的正軌；也賜予他

們父母有管教的智慧，懂得如何培育子女在信仰和生活上都能健康地成長。 

https://forms.gle/88VF8q1fdidibvA26?fbclid=IwAR3I7Em43BmLvbN49D7_4Z5s0bwxPdy2o_M4P59pRSusS2b-7qr6aJnhinE
https://forms.gle/88VF8q1fdidibvA26?fbclid=IwAR3I7Em43BmLvbN49D7_4Z5s0bwxPdy2o_M4P59pRSusS2b-7qr6aJnhinE
http://www.vineyard.org.hk/internal


 為本堂長者及各肢體的健康與靈命禱告，求主醫治他們不體的不適，保守各

人的身心靈均得到健康。也祈求主保守各執事、組長和牧區長，使在聖工服

事上更加有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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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的事工禱告。求主安排合適的牧者到來牧養群羊；也讓教會一切聖工均

在主的手中順利實施；更祈求天父繼續使用宏信書院這個禾場，讓更多人得

到福音、讓主復活的大能得到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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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能為教會培

養更多牧場上的工人。 

為社會禱告  

 為仍然反覆的新冠肺炎疫情及變種病毒帶來的危害禱告，祈求天父保守各國

的防疫與醫治工作，止息蔓延。讓反國有足夠的醫虊及技術以應付持續高企

的確診及死亡人數；使預防疫苖能發揮作用，賜予平安與健康。也祈求天父

幫助受影響的各行各業復甦，讓失業或經濟有困難者能渡過此艱難時刻，使

市民的生活和情緒能盡早回復正常。 

 為以巴及緬甸的政局得以持續改善禱告；願陷於困苦、傷痛、徬徨者得到拯

救和安慰；求主的國度降臨，願主的旨意在該地得到彰顯，賜予和平。 

 



宏信堂聚會時間表 
 

 

 

 

                               事奉人員表      (修訂日期: 5 月 29 日) 

 

 

 

 

 

 

 

 

 

 

 

 

 

 

 

 

 

 

 

 

 

 

 

 

 

 

本周金句: 「因你－耶和華藉著你的作為使我高興，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歡呼。」 

（詩 92: 4） 

 

 

逢第二、四主日 全堂祈禱會 主日崇拜後 

逢第二、四週五 成人小組 葡萄園 360 晚上 9:0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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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6月6日 6月13日 6月20日 6月27日

聖餐 聖餐

司琴 何家樂 何家樂 何家樂 趙大偉

主禮 麥慶基 鄧嘉南 江永明 鄧嘉南

講道 張振華監督 陳翠儀牧師 羅雪雯牧師 陳志強牧師

讀經 呂慶忠 周錦紹 黎   瑩 陳美鳳

侍從 關婉姬 黃子晉 廖嘉雯 黃潤章

接待 單富謙 鄧李和 黎錦堂 陳麗玲

陳麗玲 陳麗英 梁慧盈 鄧李和

點獻 單富謙 鄧李和 黎錦堂 陳麗玲

陳麗玲 陳麗英 梁慧盈 鄧李和

插花 陳景嬋 梁巧兒 陳景嬋 黃潤章

聖餐整理 陳麗英 梁巧兒

場地/音響 許偉康 麥慶基 許偉康 麥慶基

陳百達

直播 陳麗英 黃秉中 黃秉中 黃子晉

投影 單紫媛 張翼旋 林翠芳 林翠芳

主禮/詩歌/訊息 陳美賢 丘靄妮 關婉姬 陳美賢

協助導師 丘靄妮 黎  瑩 丘靄妮 丘靄妮

大班導師 麥慶基

細班導師 丘靄妮

助教 孫婉玲

助教 陳美賢

成人崇拜

兒童崇拜

主日學



4 月收支報告 

 

 

 

 

 

 

 

 

 

 

 

 

 

 

 

 

 

 

 

 

 

 

 

 

 

 

 

 

 

 

 

 

 

 

 

 

 

 

 
 

科目碼 科目名稱 21.04

 收入

4 收入 102,573.10

41   主要奉獻 101,231.00

42   其他奉獻 544.00

43   其他收入 798.10

總收入: 102,573.10

 開支 21.04

6 費用 38,834.90

61   人事費 32,004.00

62   行政費 805.90

63   關懷部聖工活動費 0.00

65   培育部聖工活動費 132.00

66   外展部聖工活動費 0.00

67   崇拜部聖工活動費 5,893.00

總開支: 38,834.90

盈/虧: 63,738.20

70 其他費用 4,200.00

  總會十一奉獻 0.00

基金撥往 0.00

資助神學生 - 明詩琪 0.00

    暫收帳 - 天朗中心 4,200.00

扣除其它開支後盈/虧: 63,738.20

特別用途基金收人 21.04

600.00

0.00

0.00

2,000.00    神學基金

經常費收支   （2021.04）

    發展基金

    關懷基金

    差傳基金

                                       奉獻名錄    （2021.4）
奉獻代號 十一捐/月捐 發展基金 神學基金 感恩捐 總數

60001 600.00    600.00     

60006 2,000.00     2,000.00   

60007 4,000.00     4,000.00   

60017 1,000.00     1,000.00   

60024 8,000.00     8,000.00   

60031 2,500.00     2,500.00   

60040 3,000.00  3,000.00   

60041 60,000.00    60,000.00 

60042 100.00    100.00     

60047 1,000.00  1,000.00   

60051 1,000.00     1,000.00   

60074 2,000.00   5,000.00  7,000.00   

60088 500.00       500.00     

60105 4,000.00     4,000.00   

60110 1,000.00     1,000.00   

TOTAL 84,000.00     600.00      2,000.00   9,100.00  95,7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