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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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現後第二主日 (綠) - 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五日 

 

年度主題: 「披戴基督、承傳託付、以愛前行」 

 

聖經經課  

詩    篇：詩 40:1-11 (舊約 909 頁) 

舊約經課：賽 49:1-7 (舊約 1197 頁) 

新約經課：林前 1:1-9 (新約 285 頁) 

福音經課：約 1:29-42 (新約 159 頁) 

        

成人崇拜 
當值執事 : 黃秉中弟兄   
主    禮 : 張翼旋姊妹 
講    道 : 黃莉莉教師  
讀    經 : 黎瑩姊妹 
侍    從 : 陳頌悠姊妹 
司    琴 : 何家樂弟兄 
接    待 : 鄧李和弟兄、梁巧兒姊妹 
點    獻 : 鄧李和弟兄、梁巧兒姊妹 
音    響 : 鄧嘉南弟兄 
直    播 : 陳麗英姊妹 
插    花 : 陳景嬋姊妹 
  
本週金句:  

「上帝是信實的，他呼召你們好與他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共享團契。」 
（林前 1: 9） 

 

 

 

 

 

 

 

詩 歌 

宣召：新頌 10   樂哉，樂哉，我們崇拜 

詩歌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榮頌：紅頌 158  榮耀的王成肉身 

回應：詩歌      幽谷中的盼望 

奉獻：新頌 91   奉獻與祢 

散會：新頌 41   上主賜福差遣 

兒童訊息分享兒童主日學 

導    師：孫婉玲姊妹 

協助導師：劉珮珊姊妹 

青年主日學 

大班導師：陳麗英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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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道心得》 
講員：黃莉莉教師                    經課：約翰福音 1:29-42 

講題：你們要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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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受主的恩典！ 

 

 

 

感    謝 

 

感謝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總辦海宣部宣教主任黃莉莉教師今天蒞臨為本堂證道，祝願

主賜福黃教師的事奉和生活，滿有主的引領。 

 

 

 

 

 



 

 

宏信堂 2023 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 

 

2023 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將於一月廿九日崇拜後舉行！當日需要通過 2022 年事

工及財政報告，以及 2023 年度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請各教友預留時間出席！ 

有關當日的議程如下： 

1. 靈修及開會祈禱 

2. 宣佈合法開會人數 

3. 通過是日會議議程 

4. 通過 2022 年第二次教友大會記錄 

5. 審議及通過接納 2022 年度事工報告 

6. 審議及通過接納 2023 年度事工計劃 

7. 審議及通過接納 2022 年度財務報告 

8. 審議及通過接納通過 2023 年度財政預算 

9. 臨時動議 

10. 散會禱告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2023 年會員大會通告 

   

2023 年會員大會將於 2023 年 5 月 1 日（禮拜一）假本會真理堂舉行，內容包括上

午的崇拜和各項事工報告，通過各項工作計劃與經費預算。下午進行新一屆的監

督、副監督、董事、常務委員、章程修改委員及內部審計員的選舉會。 

  

日  期：2023 年 5 月 1 日（禮拜一） 

時  間：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報到時間：上午 8:30 至 9:00 

地  點：真理堂（九龍窩打老道 50 號） 

會  費：每位港幣 10 元 

截止日期：2023 年 2 月 28 日（禮拜二） 

報名辦法：請聯絡崔幹事 Sharon 或代堂主任鄧嘉南 Marco 弟兄 

 

 

 

 

 

 

 

 

 



 

披戴基督、承傳託付、以愛前行 

 

祝願各弟兄姊妹 2023 年蒙福，主恩滿溢！ 

 

宏信堂剛剛經歷了成立九週年感恩誌慶，已把聖殿重修呈獻給主所使用。政府也

把大部份的防疫措施取消了，相信大家也為了重新面對復常後的生活作出預備。

但不知，各位有沒有計劃去把自已的屬靈生命也重新檢視和調整呢? 

 

在回顧宏信堂過去九個年頭，由植堂的預備、成立準會員堂、按立牧師、自立為

基本會員堂、移民潮、疫情、社會狀況的各種改變，甚至將來更多的預知和不可

預知的變化。我們作為跟隨主耶穌基督的人都一直努力憑藉著信心，依靠著恩

典，把從聖經所學的道，一步一步、一點一滴地在生活中行出來，以行為和行動

去把昔在、今在、永活的上帝體現出來。這也就是宏信堂過去八年的主題「唯獨

基督、唯獨聖經、唯獨恩典、唯獨信心」所推動的教導。 

 

踏入 2023 年，宏信堂以「披戴基督、承傳託付、以愛前行」為年度主題，就是希

望我們能緊記，不論何時何地，不論甚麼光景，我們都要時刻披戴基督去作工，

在靈裡要長大，承傳主耶穌託付給我的大使命——彼此相愛，廣傳福音！ 

 

讓：貧乏者能得飽足、傷痛者能得醫治、乾渴者能得滋潤、慕道者能得福音！ 

 

「承傳託付邁向前」讀經靈修計劃 

 

在 2022 年 11 月 27 日舉行了九週年堂慶崇拜，並為重修的禮堂做奉獻禮之後，感

謝鮑世明牧師撰文提醒弟兄姊妹要進一步思考「重修完了！又如何？」，勉勵弟兄

姊妹好好把握著「重修獻呈」的機遇，好好預備自己繼續前行，為主所用。 

 

為此，鮑牧師繼《以斯拉記》及《尼希米記》兩卷書的讀經靈修計劃之後，接著為

我們挑選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兩卷書，並以「承傳託付邁向前」為主題，

讓我們透過每天讀經靈修去查考耶穌基督的工作、言訓與差派等訊息，從新思考和

確立我們對效法使徒受差遣傳揚福音，建立教會的榜樣，實踐傳福音的心志。 

 
「承傳託付邁向前」讀經靈修計劃將在 2022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期間

進行，而教會亦印備了「讀經日程表及靈修指引」小冊小派發，還未取閱的弟兄姊

妹可向教會幹事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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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本港社會復常後巿民的生活禱告：感謝天父，香港政府已撒消了大部份因疫情而設

定的限制，也逐步通關；巿民的生活模式和教會的聚會也可復常。求天父保守巿民在

這個轉變中的適應和社會經濟的恢復。同時，也祈求天父看顧仍受病菌感染的巿民，

讓他們的身體得到適當的照顧和康復；巿民也不會因為防疫措施的撒消而忽視了對個

人及環境衛生的警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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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災的傷困者、幫助受影響者的家園可以早日

重建、社會和民生秩序能盡早回復平穩！ 

 

為肢體禱告  

• 為本堂各成年肢體和長者禱告：祈求主記念要照顧家人作息的、要面對工作壓力的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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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眷顧長者與患病者們，讓他們的疾病與身體不適，都能得到合適的醫

治和護理，在生活作息和心靈上都得安康。 

• 為青少年禱告：祈求天父幫助在香港及海外的青少年肢體在學習、生活作息、健康、

信仰及品格成長上都得蒙眷顧，有主所賜的力量和盼望去面對一切挑戰與困難。 

• 為本堂執事及牧者禱告：祈求天父保守各新當選的執事及現屆執事，保守他們服事的

心志及時間安排、在配搭上及事奉上都有聖靈的帶領，蒙主加力；也幫助鮑世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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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祈求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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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本堂的學校福音工作禱告：求天父保守「夢創」學生團及基督少年軍的發展，讓參

與的同學們在心智、人際關係及信仰上都有良好的栽培和成長。也祈求天父賜福給校

長、老師和導師們，使滿有主的恩賜和力量去服事！讓同學和家長們都能透過學校得

聞福音。 

• 為本堂的社區服事及本會的社會服務禱告：祈求天父使用天朗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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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信堂聚會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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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主日 10:30-12:00 夢創 (青少年團) 逢星期六 10:30-12:00 

兒童主日學 主日 12:00-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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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2 日) 

 

 

 

 

進入教會防疫須知 

 
因應政府最新的防疫措施要求，各弟兄姊妹在返回教會時須佩戴口罩、量度體溫及使用消毒搓手

液清潔雙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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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1月22日 1月29日 2月5日 2月12日 2月19日 2月26日

聖餐 聖餐 聖餐

特別日子 大年初一 教友大會

當值執事 陳麗玲 梁巧兒 江永明 麥慶基 黎   瑩 鄧嘉南

司琴 何家樂 黃曉恩 趙大衛 何家樂 何家樂 何家樂

主禮 江永明 鄧李和 黎   瑩 鄧嘉南 麥慶基 關婉姬

講道 鮑世明牧師 陳錫妹牧師 羅永光牧師 鮑世明牧師 周兆真牧師 鮑世明牧師

讀經 蘇綺珊 陳麗英 李曉迎 關婉姬 張翼旋 黃潤章

伴唱 陳百達 蘇綺珊

侍從 鄧朗言 鄧朗言 陳頌悠 鄧朗言 陳頌悠 鄧朗言

潘俊滐 余俊彥 潘俊滐

接待 呂慶忠 陳麗玲 張玉女 梁慧盈 呂慶忠 陳麗玲
陳美鳳 龍秀芳 劉珮珊 陳麗玲 陳美鳳 鄧李和

點獻 呂慶忠 陳麗玲 張玉女 梁慧盈 呂慶忠 陳麗玲

陳美鳳 龍秀芳 劉珮珊 陳麗玲 陳美鳳 鄧李和

插花 龍秀芳 梁巧兒 陳景嬋 劉珮珊 龍秀芳 黃潤章
聖餐整理 陸小梅 陸小梅 陳麗英
音響 麥慶基 陳百達 麥慶基 鄧李和 鄧嘉南 陳百達
直播 黃秉中 張翼旋 林翠芳 黃秉中 陳麗英 黃秉中

投影 黎   瑩 周錦紹 黎   瑩 周錦紹 麥慶基 周錦紹
詩歌/訊息 張玉女 梁巧兒 龍秀芳 陳美賢 孫婉玲

協助導師 陸小梅 梁定中 張翼旋 張玉女 羅佩麗

細班導師 張玉女 梁巧兒 龍秀芳 陳美賢 孫婉玲

助教 陸小梅 梁定中 張翼旋 張玉女 羅佩麗

大班導師 鄧嘉南 麥慶基 陳麗英 鄧嘉南 麥慶基

成人崇拜

訊息分享

主日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