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5 主題：成為一個有生命力的門徒 

2021 目標：培育有能力面對不同環境的門徒 

2021 口號：無懼逆境、靠主得勝 

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五日【聖靈降臨後第十二主日】 

第一堂 
主 禮：張冠琛弟兄 

讀 經：陳夏意姊妹 

音響及投影：張俊彥弟兄、林希德姊妹 

司 事：甘惠芬、鍾永棠 伉儷 

             彭天晴、朱月如姊妹 

講 員：田珮晶牧師 

司 琴：陳紫嫣姊妹 

插 花：馮自可姊妹 

招 待：鍾錦英、黃美歡姊妹 

第二堂 

主 禮：張冠琛弟兄 

讀 經：李慧蘭姊妹 

音響及投影：李健蓀、楊靝朗弟兄 

司 事：馬麗華、張佩賢姊妹 

             嚴浩天、張顯駿弟兄 

講 員：田珮晶牧師 

司 琴：謝悠璠姊妹 

插 花：馮自可姊妹 

招 待：馮珠霞，謝浩民伉儷 

  

1. 下主日第一堂崇拜事奉人員：早上 9:00 ─ 10:30 

主禮：梁華廣牧師      講員： 張振華監督 

讀經：張華泰弟兄      司琴：葉懿美姊妹  

音響及投影：林希德姊妹、張俊彥弟兄 插花：朱麗群姊妹  

招待：詹翹嘉姊妹、詹偉基弟兄  

2. 下主日第二堂崇拜事奉人員：早上 11:30 ─ 1:00 

主禮：梁華廣牧師      講員：張振華監督  

讀經：麥敏茜姊妹      司琴：劉俊文弟兄  

音響及投影：李健蓀、楊靝朗弟兄  插花：朱麗群姊妹  

招待：梁穎希、莊佩珠姊妹    獻詩：活靈敬拜隊 

 

下主日事奉人員： 



預備禮  

1. 宣召 ﹝眾立﹞ 

2. 開會詩：榮耀歸於真神(頌 5)   ﹝眾立﹞ 

3. 認罪 ﹝眾坐﹞ 

4. 憐憫頌：頌 570 ﹝眾坐﹞ 

5. 宣赦  ﹝眾坐﹞ 

6. 讚美：頌 219(第 1,3節) ﹝眾坐﹞ 

7. 問安 ﹝眾立﹞ 

8. 當日禱文  ﹝眾坐﹞ 
   

聖道禮  

1. 讀經：箴言 9:1-6 

            以弗所書 5:15-20       

（931頁） 

（297頁） 
﹝眾坐﹞ 

2. 唱詩：寶貴十架    ﹝眾坐﹞ 

3. 福音前、後唱詩：頌 596  ﹝眾立﹞ 

4. 福音：約翰福音 6:51-58 （149頁） ﹝眾立﹞ 

5. 講題：你所吃的，你知道麽？  ﹝眾坐﹞ 
  

回應禮  

1. 回應詩：怎能如此(頌325) ﹝眾坐﹞ 
2. 認信 ﹝眾立﹞ 
3. 報告 ﹝眾坐﹞ 
4. 代禱：頌577 ﹝眾坐﹞ 
5. 奉獻：我今所作奉獻(頌424) ﹝眾坐﹞ 

  

差遣禮  

1. 祝福 ﹝眾立﹞ 

2. 差遣 ﹝眾立﹞ 

3. 散會詩：我願走主之路(頌433) ﹝眾立﹞ 

 

 

 

 

 

 

 

 



1. 為關永基教師禱告，求主讓他盡快適應本堂的服侍，並賜他各樣恩賜，
以信心和愛服侍群羊。 

2. 為已移居或準備移居海外弟兄姊妹禱告，求主賜他們平安，能盡快適
應當地生活。 

3. 為所有幼、小、中及大學學生禱告，求主幫助他們渡過一個充實又愉
快的暑假。 

4. 爲 1/9 入職本堂為兼職同工的張佩怡牧師禱告，求主賜她智慧和力量
服侍，弟兄姊妹得到適切的牧養。 

1. 多謝田珮晶牧師蒞臨證道。 

2. 張幹事於 14/8(六)-15/8(日)放年假。 

3. 本堂七月份經常費奉獻$313,028.50 (2021 年經常費預算每月收入
$308,300)，差傳儲備奉獻$12,500，慈惠儲備奉獻$2,954，經常費支
出$213,663.20，今月盈餘$99,365.30，求主幫助我們有力量和信心奉
獻。詳細報告可參閱壁報板或招待處取閱。 

4. 關永基教師授職禮將於下主日第二堂舉行，敦請張振華監督主禮及
證道。 

5. 本會青少年部舉辦的信義會足球聯賽本月開始恢復比賽。本堂足球
隊將於 22/8（日）下午四時於聯合道公園球場作賽，對手道恩堂。
誠邀大家到場打氣！ 

6. 因着教會教牧同工人手短缺，暫時未能聘請到全職教牧同工，執事
會在七月會議中通過聘請張佩怡牧師為兼職教牧同工，由 1/9/2021-

28/2/2022，為期半年。她主要的服侍包括：帶領合一團契、三個恩
典小組、教授洗禮班、主日學、聖餐主禮等。請大家為張牧師的服
侍及教會聘請教牧同工禱告，求主預備。 

7. 為鼓勵會友閱讀，亦藉此培育有好的靈命，栽培部邀請了道聲出版
社於 8 月 29 日的兩堂崇拜後在本堂提供「自助書攤服務」，精選了
不同種類的好書，為大家的靈命補給。歡迎弟兄姊妹到時選購！ 

8. 第 93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已結束，各活靈堂會友如參與培靈會達 5 堂
或以上，請於今主日填妥問卷登記，以換取道聲書券$50乙張（名額
20個）。https://forms.gle/hmgcNKiMZhd1a4aT8 

9. 政府現已放寬宗教聚會人數至場地可容納人數 50%，本堂禮堂仍保
持隔行坐，每行可坐五人，共可容納約 90 人。第一堂仍開放副堂，
第二堂如人數超額，會安排於辦公室及圖書室安坐。現無需再登記
預約出席崇拜。兩堂崇拜直播如常進行 (9:00 及 11:30) 。 

 

代禱欄： 

堂務報告： 



10. 本會柬埔寨信徒宣教士陳詠恩姊妹七月代禱信現已出版，可到樓梯
壁報板細閱。 

11. 若有弟兄姊妹有需要了解或聯繫海外教會，歡迎與教牧聯絡。 

12. 2021 年度差傳儲備信心認獻表可於 https://bit.ly/37Jdvf8 下載，填妥
後 Whatsapp 至 9133 5758。(認獻表請於九月底前交回本堂) 

2021年「差傳儲備」預算：   $267,232 

奉獻本會海外宣教部經常費      $65,000  

奉獻支持宣教士事工及生活費   $167,232   

奉獻宣教士儲備     $30,000  

奉獻本會內地關懷小組    $5,000 

13. 差傳認捐收到回條有 $131,000 元 (目標：$ 267,232 元) , 現收到 

$121,000元。 

14. 慕道課程《成長九式》現為全年均可報名，以一對一形式上課，慕
道者報名後由栽培部與栽培員進行配對，有意報名者可向陳牧師或
其他教牧查詢。 

15. 新冠肺炎疫情特別支助金： 

申請資格：本堂已受洗教友(不用入息或資產審查) 

申請原則：以同一人或家庭作單位申請，申請者可獲得一次性
$6000援助，由慈惠儲備撥出，以先到先得原則分配，
如儲備額不足，申請人留作候補名單，待儲備足夠，繼
續發放。 

申請方法：有需要的教友可直接與堂主任或各教牧聯絡。 

申請日期：9/8/2020開始。 

16. 上週主日崇拜人數：第一堂 ─ 出席：67人 

               第二堂 ─ 出席：95人 

 上週兒童主日學人數：老師：7人  學生：24人 

17. 下主日兒童崇拜合班事奉人員： 

主席：馮自可  收奉獻：關熙澄   讀經：陳巧悠 

禱告：余海晴  司    琴：Youtube     *請家長協助提醒子女當值 

18. 八月主日崇拜出席人數： 

  出 席 合共 

1/8 
第一堂 72 

153 
第二堂 81 

 

 



19. 團契活動：    

 

1. 本會8/2021月份信義報電子版現已出版，主題：疫情下的服侍，歡迎

登入連結瀏覽：
https://www.elchk.org.hk/images/LutheranNews/Lutheran%20News-285-

preview.pdf 

2. 本會信徒培育部將於3/9-24/9(逢周五)晚上7:30-9:00假信義樓五樓舉行

「崇拜讀經訓練班」，講員伍中恩教授，報名表可到招待處索取，詳

情可參閱海報。(27/8截止) 

3. 海外宣教部將於27/8(五) 晚上7:30-9:00假信義樓五樓舉辦【井旁婦人-

泰柬女性處境】分享會，分 享  者 :  歐陽雪玲姑娘、鄧美芬姊妹 (本

會信徒宣教士)，報     名 :  https://forms.gle/YUUjC2T6N73usq6TA，額

滿即止，詳情可參閱海報。 

4. 本會家庭關顧部將於17/9(五) 晚上7:30-9:00網上舉行「21世紀的獅子

山下專題系列講座三—逆境家庭龍門陣」，講員區祥江博士，報名及

詳情可參閱海報。(14/9截止) 

5. 本會總辦事處現招聘會計助理、初級會計文員及接待員，職位均要求

中英文良好，並熟悉電腦操作，包括：Word及Excel，求職者請將履

歷和要求待遇電郵至exec_sec@elchk.org.hk信義會總會收。 

 

 

 

 

 

日 期 團  契 內  容 / 負 責 人 

20/8(五) 
喜  樂 迎新會 姚歡雲 

恩  信 查  經 梁牧師 

21/8(六) 

大  專 Fact about Francis Francis 

恩  盼 團  慶 職員會 

恩  曦 查  經 關教師 

恩  典 查  經 團友輪流負責 

22/8(日) 
中學團 攝影學會 Marco 

恩  悅 查  經 鄭文浩 

其他事項： 



「約伯記」課程分享             

王述恩弟兄 

 

過去閱讀約伯記都有不少的誤解、疑問，透過參加這幾次的導讀，

獲益良多 - 譬如三友和以利戶的分別；約伯記的重點是信仰的意

義，而不是苦難的意義等。梁牧師講解楊錫鏘醫生對約伯記扇形結

構的介紹，令我加深對這種前後互相呼應的文體的認識的同時，也

豐富了閱讀體驗。三友對約伯的遭遇由開始時安慰者的角色，到後

來各自憑著自己的主觀（因果關係、賞善罰惡、教條主義等）變成

站於道德高地的審判者，這何嘗不是對我們的提醒，不要繼續犯同

樣的錯誤！感謝栽培部的安排、梁牧師四堂用心的導讀，分享內容

豐富的 POWERPOINT 提綱，不厭其煩回答我們的問題。感謝神，

讓我們有機會聆聽、學習神的話語，更加認識祂【創造的整全】和

【上帝的整全】，以及創造者和被造者的距離。 

 

 

 

 

 

 

 

 

 

 

 

 

每 週 箴 言 

        你們要離棄愚蒙，就得存活，並要走明智的道路。    (箴言 9:6） 

 本期鮮花奉獻：簡美如姊妹  

本堂同工： 

堂主任：陳玉萍牧師 

傳    道：呂穎希教師、梁華廣牧師、關永基教師 

行政主任：梁壽康弟兄 

幹        事：張佩珊姊妹    
辦公時間：星期二至五 09:00-17:00 /星期六 13:00-19:00 /星期日 08:00-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