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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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枝主日(紫) - 二零二二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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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2、19-29(舊約 994 頁) 

舊約經課：出 20:1-17 (舊約 121 頁) 

新約經課：弗 6:1-3 (新約 340 頁) 

福音經課：太 7:1-13 (新約 13 頁) 

        

成人崇拜   
主      禮 : 鄧嘉南弟兄 
講      道 : 鮑世明牧師  
錄影／音響 : 麥慶基弟兄 
直      播 : 黃秉中弟兄 
  
 
 
 
  

 

 
 

 

 

辦公室地址：新界元朗欖口村路 25 號 

聖禮牧師  ：鮑世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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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www.vineyard.org.hk 

 

YouTube 崇拜直播連結：https://worship.vineyard.org.hk/sunday 

                   

  

詩 歌 

詩歌       和撒那 

詩歌      全然向祢 

紅頌 533   橋  

詩歌       愛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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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道心得》 

  
講員：鮑世明牧師               經課：出埃及記 20:1-17 

講題：第五誡：當孝敬父母                          以弗所書 6:1-3 

     (不可忘父母恩)                                馬可福音 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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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本堂聖禮牧師鮑世明牧師今天的證道，願主賜福鮑牧師的事奉和生活，滿

有主的引領。 

 

 

婚 訊 

江永明弟兄與蘇綺珊姊妹將於 2022 年 5 月 7 日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光堂共訂

婚盟。雖受到社交距獻和限聚法令的影響，弟兄姊妹們未必能親身出席見證，

但本堂仍致以至誠的祝福。願天父賜予一對新人能有順利和難忘的婚禮，和諧

白首、新婚快樂、主恩無限！ 

 

 



復活節「拼出愛」！！ 

 

本堂一年一度與天朗中心合辦的復活節慶祝活動，今年除會預備愛心禮物包贈

送贈給 40 位受濫藥問題影響家庭的小朋友外，更會參與在網上舉行的「拼出愛

II」活動。在復活節當日下午，在網絡上與 3-4 月生日的小朋友們慶祝及分享主

復活的訊息。詳情如下： 

 

「拼出愛 II」——4 月復活節暨 3-4 月生日會 

日期： 17/4/2022(星期日) 

時間：下午 2:30 

形式：網上 

對象：天朗中心服務的家庭 

內容：線上遊戲、唱遊、分享、生日慶祝 

 

誠邀各弟兄姊妹一起出席，給予小朋友們祝福和關懷。 

查詢及報名，請與外展部部長鄧李和(Lawson)執事聯絡(電話：92167670)。 

 

 

 

 

We Miss You All vs 宇宙最強爭霸戰 

 

為配合提早到來的悠長假期，由 3 月 20 日開始，培育部特別安排了連續４星期

的網上活動，讓兒童及青少年們可透過遊戲及分享，領受不一樣的主日學體驗。

詳情如下：  

 

日期及時間：2022 年 3 月 20 日至 4 月 10 日，逢星期日中午 12:00-12:45 

活動： We Miss You All 宇宙最強爭霸戰 

對象： K1 至 小四兒童 小五及以上青少年 

主題： 20/3：嗶哩叭喇，你、我、衪 

27/3：我是好牧人 

03/4：小小藝術家 

10/4：時光隧道 

20/3：邊位超級英雄係你心中的王者？ 

27/3：聖經８大角色介紹 

03/4：Lets Battle 2 鬥 2 

10/4：終極宇宙最強統治者登場!! 

Zoom 

link 

ID: 884 2183 6364 

Passcode: 2022  

ID: 481 072 9090 

Passcode: 2021 

 

歡迎家長與小朋友一起及邀請適齡的親友一起參與啊！ 

 

 

 



 
 
校本部招生內容可瀏覽—  http://lts.edu/2013/main.php#0003A1 

延伸課程「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內容簡介— http://lts.edu/2013/downloads/tee_macs.pdf 

延伸課程「心道行信徒培育課程」內容簡介— http://lts.edu/2013/downloads/tee_dhp.pdf 

 

http://lts.edu/2013/main.php#0003A1
http://lts.edu/2013/downloads/tee_macs.pdf
http://lts.edu/2013/downloads/tee_dhp.pdf


 
 

報名： https://form.jotform.com/212983621679063 

https://form.jotform.com/212983621679063?fbclid=IwAR0vieYFsqHtbQ6j2HCk0sd8MxlYz5BQ6VA4EcKQ3PCiP-oao1o_5lQlpQ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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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社會禱告  

 為本港陷於經濟困境的家庭禱告：持續的疫情導至各行各業的運作受到嚴重影響，

祈求天父憐憫，讓因此而失業的、生意倒閉的、收入減少等陷於經濟困難的人都能

得到適當的支援、生活壓力與心靈負擔都得以舒緩。願天的安慰與幫助臨到他們當

中，使能盡早走出困境。也讓政府能能推行有效的措施，使社會的經濟活動盡早回

復正軌。 

 為香港嚴峻的新冠肺炎疫情禱告：求主遏止第五波的疫情，讓日益增多的感染者及

早得到醫治和照顧；也願主加給我們冷靜和平安的心，使有智慧處理和面對因教會

關閉、學校提早放假所帶來的各種影響。 

 為烏克蘭戰火禱告：求主讓戰火可以止息，和平早日降臨。親手醫治戰火中的傷者、

讓喪失的家園早日得以重建，使國際的局勢、社會和民生秩序能回復平穩！ 

為肢體禱告  

 為各肢體在教會暫停開放下的靈命禱告：祈求天父保守各肢體的信心，讓大家的靈

命和關係不會因為長時期未能返教會而受影響，使在讀經、禱告的心繼續堅定，每

日都能親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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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身在德國的明詩琪牧師禱告：求主保守她在大學的學習，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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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青少年的成長禱告：祈求天父眷顧本堂、宏信書院及在海外求學的青少年，讓他

們在健康上、學業上、信仰上、品格成長上、人際與家人相處上都得蒙祢的帶領，

滿有主所賜的恩典和盼望。 

為教會禱告  

 為 3 月 20 日開始的網上主日學禱告：祈求天父帶開啟孩童和青少年的心靈，能讓主

帥領他們的生命，使滿有主賜的智慧與福樂；也願天父與眾導師同在，加添導師們

的能力，使在事奉中更能體驗主的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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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信堂聚會時間表 

 

 

 
 

 

 

 

 

有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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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金句:  

「願敬畏耶和華的人說：「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詩 118: 4） 

成人及兒童崇拜 主日 10:30-11:45- 成人研經班 階段性進行 

兒童主日學 主日 11:45-12:45 成人小組：約拿組 彈性時間 

全堂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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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