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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教牧同工 

姓名 主要職務及牧養群體 聯絡電話 

陸建民牧師 (堂主任) 主任牧師、崇拜、 
牧養、婚喪 

3579 5460 

黃靈芳牧師 宣教部部牧、週六崇拜 2577 4216 

陳定邦牧師 牧兒部及牧青部協調、
週六崇拜、職青、佈道 

9654 6714 

譚美盈傳道   牧成部部牧、婦女、 

家長福音 

2577 4216 

曾穎愉傳道 牧青部部牧、青崇、 

職青 

2577 4216 

麥錦娟傳道 
 

教育部部牧、培訓、 

夫婦、家長福音 

2577 4216 
 

朱嘉豪傳道 佈道、長者、宣教 6129 2229 
賴浩民傳道 
 
 
崔皓靈傳道 
張梓聰傳道 
張宗恪福音幹事 
陳巧儀福音幹事 

行政部部牧、 

職青負責教牧、 

青少年、佈道、宣教 

週六崇拜、青少年 

週六崇拜、跨部牧職實習 

協助推動福音事工 

牧兒部事工 

9347 9591 
 
 

6237 8513 
6597 3582 
9087 9871 
2577 4216 

教會牧養關顧緊急聯絡電話號碼：5402 3264 

各牧區教牧同工樂意爲會眾提供牧關輔導， 
歡迎致電查詢及預約， 

同工會按本堂輔導保密守則處理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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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堂 早堂崇拜  

進堂 
靈糧詩歌︰第 20首 
《榮耀歸與真神》 

靈糧詩歌︰第 433首 
《榮耀歸與最高神》 

眾立 

宣告 靈糧詩歌︰第 435首《主在聖殿中》 詩班 

宣召 詩篇一三五 1-2 眾立 

禱告  眾立 

啟應 詩篇一三九 1-6, 23-24 眾坐 

每月金句 定睛基督︰希伯來書四 15 眾坐 

敬拜讚美  全體 

歡迎／牧禱 陳定邦牧師 眾坐 

獻詩  沒有更大的愛 眾坐 

讀經 列王紀上十九 1-19 眾坐 

證道 《屬靈偉人也逃遁？！》 眾坐 

默想 一分鐘默想 眾坐 

回應 《當你走到無力》 全體 

奉獻 （爲基督徒感恩而設，慕道朋友毋須勉強。） 全體 

選舉候選人介紹 林穎琛姊妹 眾坐 

堂務報告 賴浩民傳道 眾坐 

三一頌 靈糧詩歌：第 11首《三一頌》 眾立 

祝福 陳定邦牧師 眾立 

阿們頌 唱完後會眾接受差遣 全體 

差遣詩 生命聖詩：第 525 首《奉行真道》 全體 

司禮人員及詩班員先行退席，會眾在唱完第一節後彼此祝福問安。 

歡迎所有來賓參加我們的聚會，願主的恩惠常與你們同在。 

 

 上午 8時 15分 
清晨堂崇拜 

上午 10時 45分 
早堂崇拜 

主席 梁竣傑弟兄 田英偉弟兄 

敬拜讚美 胡張秀慧姊妹 葉成芝弟兄 

獻詩 ／ 頌恩詩班 

讀經 李岑卓瑩姊妹 曾雅懿執事 

證道 李寶珠院長 李寶珠院長 

傳譯 ／ 鄧紹慈姊妹 

電琴 ／ 劉小雪姊妹 

鋼琴 楊思旋執事 秦緯珊姊妹 

司事 李思偉 
郭浩材 

黃寶玉  
尤陳鈺燕  
王李煥美 
鄧唐瑞冰 

翁自勤 
鄒國樑 
張宏業 
梁擴榮 
張永健 
盧志國 

余瑪琍 
張雪容 
鄒梁瑞琴 
黃祖兒 
梁李小珍 
蕭楠 

投影 鄭治偉弟兄 劉偉傑執事 

音響 尤威麒弟兄 陳敬誠弟兄 

當值執事 馬敬強執事 曾劍忠執事 
曾雅懿執事 

 

行政主任：羅家麗；行政幹事：王展邦；物業及總務幹事：陳志成（部分職）；接待員︰謝寶鳳；事務同工：郭林燕芬、梁金好、郭有來（部分職）； 

財務主任：王俊文；財務幹事：歐陽陳詠施、何詠曦；社工（義務）：譚關歡頴 

 

堂 

委 

會 

成 

員 

主席  余浩文 副主席  何梅結懿、曾劍忠 

行政部部長  陳添發 宣教部部長 張寶貴 

財務部部長 劉偉傑 教育部部長 黃何靄玲 

外展植堂部部長 鄧緯恩 牧養成年部部長 楊思旋 

牧養青少年部部長 謝鎮光 牧養兒童部部長 丁恩榮 

其他成員：  陸建民牧師（堂主任）、陳瑞漢長老、鄧經恩長老、李衛棠、 
姚瑪莉、高偉正、翁葉玲玲、馬敬強、曾雅懿、羅保明 

長老與按立執事：  周金舜長老、陳瑞漢長老、鄧經恩長老、劉何雪芳按立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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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定睛基督，彼此祝福                  譚美盈傳道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 

       上星期，從新聞看到東鐵十二卡列車在服務港人

四十年後正式退役，換來九卡列車全面投入服務，同

時展開了連貫新界北至港島的鐵路新里程。對於每天

須乘搭兩程巴士及一程鐵路上班的我來說，無疑是一

大喜訊，但告別十二卡列車卻令我有着莫名的失落 

感，因為無論在載客量和舒適度，我覺得十二卡列車

比九卡列車優勝。 

       人們對交通工具尚且依依不捨，更何況是圍繞在

我們身邊的人呢！尤其在這兩年間，我們要送別的人

比以往特別多，甚至連說聲再見的機會都可能沒有，

無論是因病離世的，或是因移民離港的，雖然兩者在

原因、目的地和不捨的程度是迥然不同，但都是代表

着一段恆常和相近的關係告一段落，難免帶來傷感；

但人生就是充滿着聚散離合，不能倖免，就像傳道者

對人生的描寫：「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

抱有時，不懷抱有時。」（傳三 5）縱使聚散離合是

人生常事，但我們都不善於處理離愁別緒，越緊密的

關係，或消化分離消息的時間越短，就越難平伏情緒。

筆者曾經在一個月內面對母親的離世和哥哥一家的

離港，深深體會分離的悲痛和難捨的情緒。 

你們心裏不要憂愁… 

        從聖經裏看怎樣處理離愁別緒，可以參考主耶穌

在上十字架前與門徒的一段話。 

    「西門彼得問耶穌說：主往哪裏去？耶穌回答說：

我所去的地方，你現在不能跟我去，後來卻要跟我去…

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在我父的

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

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約十三 36、十四 1-2） 

    主耶穌對門徒說明祂將要離開他們，並且說明原

因是為他們預備地方。從第 6 節：「耶穌說：我就是

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

去。」可見主預備的「地方」是指救恩所應許的永遠

與神同在的生命。 

        因着這應許，我們在救恩裏的關係都是永遠的，

所以，即使大家已不能維持以往的密切關係，或在不

同地方生活，因着我們與神連結，我們的生命都是彼

此連結的。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

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裏 

去。」（約十四 12）主耶穌接着向門徒頒佈使命，就

是他們要接續祂的工作，甚至果效會比祂在世三年所

做的更大，因為門徒可以奉主的名向主求，而且父神

賜聖靈作保惠師，永遠與門徒同在。 

        無論我們是離開還是留下，無論在哪裏生活，我

們每個屬神的人是肩負着神給我們的使命：「唯有你

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

光明者的美德。」（彼前二 9）當大家都是努力面前

的，向着這標竿直跑時，我們就不會被離愁別緒所困

擾了，因為大家都在當跑的路上竭力。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

的命令。」（約十五 12）彼此相愛不單是主給我們的

命令，也是我們互為肢體的基礎元素。我們因着在主

裏彼此相愛、接納、坦承與體諒，而且在愛裏沒有懼

怕，即使將要面對分離的決定，在愛裏都不會有猜疑

和否定。因着愛，我們可以彼此鼓勵，彼此祝福，好

好道別。 

在基督裏有不散的筵席 

       我們活在彎曲悖謬、結局近了的今天，世界上沒

有一個叫我們永久安居的住處，我們所盼望的，是神

應許我們更美的家鄉。「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並沒有得着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

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說這樣話的人

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 

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

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

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來十一 13-16）

在世上，我們難免悲歡離合，但我們有着同一盼望，

就是有一天，我們都會在天上這不散的筵席中坐席。

「在這山上，萬軍之耶和華必為萬民用肥甘設擺筵 

席，用陳酒和滿髓的肥甘，並澄清的陳酒，設擺筵席。

他又必在這山上除滅遮蓋萬民之物和遮蔽萬國蒙臉

的帕子。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主耶和華必擦去

各人臉上的眼淚，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為

這是耶和華說的。到那日，人必說：看哪，這是我們

的神；我們素來等候他，他必拯救我們。這是耶和華，

我們素來等候他，我們必因他的救恩歡喜快樂。」   

（賽廿五 6-9） 



 

清晨堂及早堂啟應經文：詩篇一三九 1-6,23-24 

主席： 耶和華阿，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 

會眾： 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

意念。 

主席： 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

行的。 

會眾： 耶和華阿，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 

主席： 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 

會眾： 這樣的知識奇妙，是我不能測的，至高，是我不能

及的。 

主席： 神阿，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

我的意念， 

會眾： 看在我裏面有甚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清晨堂及早堂證道題目：《屬靈偉人也逃遁？！》 

讀經經文：列王紀上十九 1-19 
1   亞哈將以利亞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殺眾先知的事都告

訴耶洗別。 
2  耶洗別就差遣人去見以利亞，告訴他說：「明日約在這時

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樣，願神明重重

的降罰與我。」 
3
  以利亞見這光景就起來逃命，到了猶大的別是巴，將僕人

留在那裏， 
4
  自己在曠野走了一日的路程，來到一棵羅騰樹下，就坐在

那裏求死，說：「耶和華阿，罷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

為我不勝於我的列祖。」 
5
  他就躺在羅騰樹下，睡着了。有一個天使拍他，說：

「起來喫罷！」 
6
 他觀看，見頭旁有一瓶水與炭火燒的餅，他就喫了喝了，

仍然躺下。 

7  
 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來拍他，說：「起來喫罷！因為

你當走的路甚遠。」 
8   他就起來喫了喝了，仗着這飲食的力，走了四十晝夜，

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9  他在那裏進了一個洞，就住在洞中。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

「以利亞阿，你在這裏作甚麼？」 
10

 他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

人背棄了你的約，毀壞了你的壇，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

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 
11

 耶和華說：「你出來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時耶和華

從那裏經過，在他面前有烈風大作，崩山碎石，耶和華卻

不在風中；風後地震，耶和華卻不在其中； 
12

 地震後有火，耶和華也不在火中；火後有微小的聲音。 
13

 以利亞聽見，就用外衣蒙上臉，出來站在洞口。有聲音向

他說：「以利亞阿，你在這裏作甚麼？」 
14

 他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

人背棄了你的約，毀壞了你的壇，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

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 
15

 耶和華對他說：「你回去，從曠野往大馬色去。到了那裏，

就要膏哈薛作亞蘭王， 
16

 又膏寧示的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並膏亞伯‧米何拉人沙

法的兒子以利沙作先知接  續你。 
17

 將來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戶所殺；躲避耶戶之刀的，

必被以利沙所殺。 
18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

的，未曾與巴力親嘴的。」 
19

 於是，以利亞離開那裏走了，遇見沙法的兒子以利沙耕地；

在他前頭有十二對牛，自己趕着第十二對。以利亞到他那

裏去，將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 

清晨堂敬拜讚美詩歌

《榮耀都歸祢》 

哈利路亞，榮耀歸寶座羔羊。哈利路亞，榮耀都歸祢，

榮耀都歸祢真神。我一生都要來敬拜祢，哈利路亞。我

的手我的口，我全心我全人，都要敬拜祢。 

《因着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祢的寶血為我流出，誠然擔當我的

憂患，定意背負我的痛苦，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因祢

受刑罰我得平安，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我要經歷醫

治和平安。醫治和平安，因着十架愛，眾罪得赦免，因 

着十架愛，因着十架愛，因着十架愛，令我得潔淨，因

着十架愛。 

《主祢是我力量》 

我的詩歌，我的拯救，祢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眾山

怎樣圍繞耶路撒冷，祢必圍繞我到永遠。 

副歌︰主祢是我力量，主祢是我高臺，堅固磐石，我信

靠祢必不動搖。主祢是我力量，主祢是避難所，

我的盼望只在乎祢。

早堂敬拜讚美詩歌 

《美哉主耶穌》 

1. 美哉主耶穌，統治萬眾群生，祂是真神，降世為人，

主我所景仰，主我所尊崇，主是我靈榮樂歡欣。 

2. 美哉芳草地，郊原更加美麗，他們披服燦爛春衣。

耶穌更清潔，耶穌更美麗，能使愁心歌頌不已。 

3. 美哉是朝暉，夜月更覺清妍，繁星燦爛嵌遍諸天，

耶穌更輝煌，耶穌更皎潔，光華照徹天上人間。 

4. 美哉我救主！萬國萬族主宰！祢是神子也是人子！

榮耀與尊貴，讚美與崇敬，從今到永遠全歸祢。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讓我們專心讚頌我的主，莫要忘掉祂的恩惠。塗抺我的

過犯贖我的罪，病痛讓祢為我醫治。讓我心天天讚頌我

的主，莫要忘掉祂的恩惠。憐憫的愛作為你冠冕，受屈

的終可伸冤。地與天有這麼遼闊，神慈愛也這麼宏大，

東西也隔距這麼遠，祂使我眾過錯也隔開甚遠。神憐憫

體恤的慈愛，滿有恩典豐足永常在，亙古到永遠亦不變，

主阿，我心稱讚祢﹗ 

《恩友歌》 

1. 何等恩友慈仁救主，負我罪愆擔我憂；何等權利能

將萬事來到耶穌座前求！多少平安我們坐失，多少

痛苦冤枉受，都是因為未將萬事，來到耶穌座前求。 

2. 我們有無試探引誘？有無難過苦關頭？決不應當因

此灰心；仍當到主座前求！何處能尋這般良友，同

嘗一切苦與愁？我們弱點主都知道，放心到主座  

前求！ 

3. 我們是否軟弱多愁，千斤重擔壓肩頭？主仍做我避

難處所，奔向耶穌座前求！你若真逢友叛親離，快

向耶穌座前求！到祂懷中祂必保護，有祂安慰便無憂。



 

清晨堂及早堂回應詩歌《當你走到無力》 

當你走到無力繼續下去，當你感到寂寞困惱空虛，請你

相信神完全明白你，願助你解開困惑拋開痛悲。當你跑

到疲乏難再下去，當你感到疑惑說：「我是誰？」只要

相信神隨時扶助你，就讓你伸手接受，祂深愛你。 

副歌：別害怕！祂知你難受，擔當軟弱與困憂。不需再

懼怕，耶穌必拯救。願你開口接受，張開你手。別害怕！

祂知你難受，擔當軟弱與困憂，不需再懼怕，耶穌必拯

救。願你一生快樂展翅高飛。一個全新的你。 

頌恩詩班獻詩《沒有更大的愛》 

1. 世上朋友雖眾多，終有一天分手，唯有耶穌忠心陪

伴着我，遭遇危險亦不走。 

副歌︰沒有更大的愛，超乎基督之上，為救我靈魂祂降

世為人，甘願受死成全贖罪救恩。沒有更大的愛，

我要歌唱讚美，主愛何等豐富，為我捨命流血，

沒有更大的愛。 

2. 何等恩友慈仁主，做我贖罪中保，雖然有口難說盡

主的苦，也說不盡祂的愛。 

差遣詩：生命聖詩 525 首《奉行真道》 

齊心承認主名，領受祝福差遣，神眾子民出發，離開主

聖殿。享受靈宴完畢，善德將要伸延，聚會領受教訓，

生活中實踐。聖道所撒種子，落在飢渴心田，必開花結

果實，榮神且益人。受主鴻恩激勵，更被主愛結連，努

力拓展神國，讓主旨實現。 

週六崇拜證道題目：《救我們脫離那惡者》 

讀經經文：馬太福音六 13、四 1、二十六 41 

六 13 
13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因為國度、權

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四 1 
1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 

二十六 41 
41  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

肉體卻輭弱了。 

週六崇拜敬拜讚美詩歌 

《祢是我神》 

1. 請開我眼打開我心，明白祢有多麼深愛我，請釋放

我去我纏累，能讓我再有力榮耀祢。 

2. 請改變我謙卑我心，明白我有多麼需要祢，心緊靠

祢進祢懷內，容讓我永貼近隨着祢。 

副歌：祢為我釘身受死，抹去我的污穢，祢是我神是我

王我心欣慰，我為祢張開我口，向世界高聲唱，

竭力讚揚願永傳祢大愛。我為祢舉起兩手，永遠

高舉祢，讚頌我神頌我王我心所愛。我為祢傾出

我心，撇棄世間貪愛，放下軟弱願獻呈作活祭。

祢是我神祢是我王到永遠，永頌我神竭力讚揚敬

拜祢。 

《響應》 

宇宙穹蒼一再呼應，浩瀚繁星榮耀祢，滿有能力卻極之

溫柔，稀罕我輕聲嘆息，世上群生皆要響應，竭盡餘生

榮耀祢！祢是磐石，永在的高台，在危難處祢引領我心

得勝。救主基督滿溢大愛，教我親身經歷壯闊傳奇，憑

十架無盡愛來贖我靈，來換我全屬祢差遣！我要高舉祢

是上帝，述說恩典廣大，獻我頌揚，傳頌祢成就了奇妙

作為，容讓我全屬祢一生讚美！ 

《因祢與我同行》 

1. 因祢與我同行，我就不會孤寂，歡笑時祢同喜，憂

傷時祢共泣；因祢是我力量，我就不會絕望，困乏

軟弱中有祢賜恩我就得剛強。經風暴過黑夜，度阡

陌越洋海，有祢手牽引我我就勇往向前；願我所行

路徑，願我所歷際遇，處處留下有祢同在的恩典   

痕跡。 

2. 因主與你同行，你就不會孤寂，歡笑時祂同喜，憂

傷時祂共泣；因主是你力量，你就不會絕望，困乏

軟弱中有祂賜恩你就得剛強。經風暴過黑夜，度阡

陌越洋海，有主手牽引你你就勇往向前；願你所行

路徑，願你所歷際遇，處處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   

痕跡。 

回應詩歌《煉淨我》 

煉淨我，使我更像祢；吸引我，使我更愛祢。所有夢想

和驕傲都放在祢腳前，我要完全順服。 

副歌︰獻上生命完全為祢用，放下自己願祢得榮耀。全

心跟隨活出祢呼召，父神我只願為祢活。 

講道筆記 

週六崇拜／主日崇拜／青少年崇拜                                     日期︰                                

主題︰                             經文︰                             講員︰                                 

講道重點︰                                                                                      

                                                                                                

我的領受︰                                                                                      

                                                                                                

我的回應︰                                                                                      

                                                                                                



 

   

 

 

   

特別 

消息 

1.  *歡迎講員： 本堂弟兄姊妹多謝李寶珠院長蒞臨主日崇拜證道，求主賜福她事奉得力，身體健康，家庭

蒙福。 

2.   *堂委會議：  堂委會會議將於五月二十一日（六）下午二時在五樓舉行，請堂委準時出席會議。 

3.    會友大會： 本堂已寄出「二零二二年會友大會暨第十屆堂委會委員選舉」通知信，若會友仍未收到信

函，請致電通知辦公室補寄。 

 4. 候選人簡介： 由五月七日開始一連三週，崇拜前十分鐘將放映堂委會委員選舉新候選人簡介投影片（三

分鐘），之後是安靜時間。 

 5.    鮮花奉獻： 二零二二年主日鮮花奉獻表已張貼於地下近專桌位置，請弟兄姊妹踴躍認獻，每次港幣六

百元。 

 6.    下載週刊： 弟兄姊妹可於週六下午三時開始，在本堂網頁及 Facebook下載最新一期《靈糧週刊》。 

 7.    堂會網頁：  本堂除了透過主要網頁 www. l ing l i angchu rch .o rg 提供資訊及消息外，也會藉 

alayluya.com/hkllc提供代禱交流及團契資訊，會眾可自行瀏覽。 

崇拜  

消息 
 1.      崇拜守則： 

 

爲促進主日崇拜能達至同心讚美喜樂敬拜的氣氛，請弟兄姊妹留意以下措施： 

崇拜早到靜心靈，手機關鈴飲食停；傷風咳嗽戴口罩，衣着端莊不喧鬧； 

同行孩童交兒崇，聚會專心道聽從；口唱心和讚美神，愛心關顧我先行。 

  2.     衛生措施： 

 

流感肆虐，本堂在公眾地方與設施已加強消毒工作，也請會眾留意個人衛生，出入會堂時

用消毒液清潔雙手；咳嗽時用紙巾或手帕掩着，也佩戴口罩；如有發燒，則儘快求醫診治

並留在家裏休息，又可通知同工與組長，讓我們彼此代禱守望，互相關顧。 

五月七日及八日奉獻 金額（港幣） 

1. 週六／主日崇拜 9,570.00                                         

2. 十一 76,600.00                                         

3. 常費 38,640.00 

4. 感恩 53,484.69 

5. 宣教  

5.1. 宣教經費 12,950.00                                                               

5.2. 印尼宣教士 1,000.00                                                                

5.3. 黎耀華夫婦宣教基金 2,000.00                                                                

5.4. 柬埔寨宣教基金 700.00 

6. 事工 

6.1. 長者事工 

6.2. 慈惠 

6.3. 教育 

6.4. 神學教育 

 

300.00 

31,400.00 

10,000.00 

11,100.00 

7. 支持分堂發展奉獻 

7.1. 大埔分堂 

7.2. 東涌分堂 

7.3. 藍田分堂 

7.4. 鑽石山分堂 

7.5. 荔枝角分堂 

 

2,500.00 

1,000.00 

500.00  

500.00  

600.00 

8. 支持學校發展奉獻 

8.1.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500.00 

9. 其他 

9.1. 鮮花 

9.2. 圖書館  

9.3. 母親節 

 

1,800.00 

500.00  

1,000.00 

總數 256,644.69 

 

 （有*號者爲首次刊登的報告或消息） 

香港靈糧堂 2022 年六十三週年堂慶  

 

堂慶培靈會主題：「基督仍是主」 

講員︰郭文池牧師 

 

五月二十七日（五）培靈會〔晩上 7:30〕 

題目：基督是主的意義 

經文：馬太福音九 9-17  

 

五月二十八日 （六） 培靈會暨週六崇拜〔晩上 7:30〕 

題目：基督是主的挑戰 

經文：馬可福音十 17-23  

 

五月二十九日（主日）清晨堂〔上午 8:15〕 

聯合崇拜（早堂與青少年崇拜聯合）〔上午 10:45〕 

題目：凡事謝恩 

經文：歌羅西書三 12-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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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靈糧堂二零二二年會友大會暨第十屆堂委會委員選舉」通知 

 

日期：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主日） 

時間：下午十二時半早堂崇拜後 

地點：香港靈糧堂二樓禮堂 

議程： 

1.  點名、核實出席者身份 

2.  分發選票 

3.  開會禱告 

4.  主任牧師報告、主席報告、財務報告  

5.   表決下述決議案： 

（i） 通過上次會友大會會議紀錄 

（ii） 通過接納 2020-2021年度核數師報告 

（iii） 通過聘請下年度核數師 

6.  選舉第十屆堂委會委員 

7.  交回選票並離開會場 

8.  點票（候選肢體可自由留步監票） 

9.  大會結束 

 

敬請香港靈糧堂會友屆時攜同會友通知信出席。與會會友請依照司事安排，遵從防疫措施，並請分散

就座。會友大會設有兒童託管。 

 

二零二一年會友大會會議記錄、第十屆堂委會各堂委候選人簡介，以及核數師報告將貼於本堂地下佈

告板，亦可向教會辦公室索取。會友如需郵寄報告，歡迎致電告知辦公室。就核數師報告若有任何查

詢，請聯絡財務主任王俊文弟兄。 

 

特請垂注：倘若於本函發出之後，堂委會認爲因應當時政府頒佈的抗疫規則，本堂不宜於上述預訂日

期舉行會友大會，會議將予延期。堂委會的延期決定以及最新會議日期，將於《靈糧週刊》公佈，恕

不另行發信通知。不周之處，尚祈見諒。 

 

香港靈糧堂慈惠基金 

主耶穌曾教導我們說：「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

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提醒我們用實際行動去彼此關顧，服侍人又服侍主。 

「慈惠基金」特爲有需要的本堂會友及恒常在本堂聚會的弟兄姊妹提供過渡性之經濟援助，實踐基督

的愛。詳情請向本堂牧師傳道查詢。 



 

 

香港靈糧堂二零二二至二零二四年度第十屆堂委會選舉新候選人簡介 

註：除以上三位新候選人，第十屆堂委會選舉候選人還有：余浩文、曾劍忠、葉玲玲、 

陳添發、張寶貴、劉偉傑、李衛棠、鄧緯恩、楊思旋、謝鎮光、丁恩榮、羅保明、曾雅懿、 

何靄玲、梅結懿、高偉正。（副主席及非指定職責執事候選人名單乃按抽籤先後次序而排列。）                                                                                                                                                                                                

 

 

  

翁慎微姊妹 鄧芷珊姊妹 

 

 

 

 

 

 

林穎琛姊妹 

職業 神學生 海外升學顧問 社工 

受浸年份 2014 年受浸 2000 年受浸 2015 年受浸 

曾任教會事奉崗位 週五牧養小組家長福音

班組長／小組組長， 

鑽石山堂福音班組長 

殷望團契職員、組長， 

主日初信成長班老師， 

靈糧堂六十週年堂慶籌委 

牧青部副部長、部員， 

青少年成長小組導師， 

早堂崇拜讀經， 

曾參與泰北及古晉短宣，也是

服待青少年為主， 

曾協助教會舉辦夫婦營 

現任教會事奉崗位 

 

 

 

兒童主日學高小導師 清晨堂崇拜主席， 

清晨堂崇拜音響控制員、

投影員， 

職青主日學老師， 

初職牧養小組導師 

牧養青少年部副部長， 

青少年成長小組導師， 

早堂崇拜讀經 

候選職責 非指定職責執事候選人 非指定職責執事候選人 非指定職責執事候選人 

候選心志 跟隨神的帶領，與弟兄

姊妹反思協作，彼此建

立生命，同時回應教會

發展和需要。 

善用由上帝而來的思賜，

在愛中與弟兄姊妹彼此建

立，以生命服侍神。 

 

為主作工，立志擺上，求

神使用，萬事都互相   

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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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本堂聚會安排 

週六崇拜（實體＋網上）：週六晚上 6:00 

清晨堂崇拜（實體＋網上）：主日上午 8:15 

早堂崇拜（實體＋網上）：主日上午 10:45 

兒童主日學（幼稚級）（提供網上短片）  

     （小學級）（實體）：主日上午 10:45 地點：5 樓 

青少年崇拜（實體＋網上）：主日上午 11:15 

週三祈禱會（實體＋Zoom）：週三晚上 7:30 

週六晨禱會（實體）：週六上午 7:30 

參加網上崇拜，可掃瞄 QR Code或直接進入以下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HongKongLingLiangChurch/ 

參加網上週三祈禱會（Zoom），資料如下： 

https://zoom.us/j/9397148581 

會議 ID：939 714 8581 

疫情下進入本堂範圍規定 

按《預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證）規例》，由 2 月 24 日起，所有十二歲或以上人士進入本堂範圍，

必須： 

1) 掃瞄「安心出行」  及 

2) 展示在「安心出行」、「智方便」、「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內，或紙本紀錄的針卡二維碼，供「驗

證二維碼掃瞄器」掃瞄  或 

出示不宜接種疫苗的醫學證明，以及進入前三天內，由政府檢測中心發出陰性報告的手機短訊。 

防護指引 

1) 本堂已加強環境清潔及消毒工作，請會眾也留意個人衛生。 

2) 公眾地方不宜擠迫，請按指示有秩序進入或離場。 

3) 不要進入幼稚園範圍。 

4) 進入本堂時請戴口罩        掃瞄「安心出行」       掃瞄「針卡二維碼」 

 酒精消毒雙手、探熱        拍卡（沒有帶卡則登記出席）。 

5) 出席聚會時請自備口罩，並全程戴上口罩。 

6) 如有發燒，請儘快求醫診治並留在家裏休息。 

7) 咳嗽時請用紙巾或手帕遮掩，及以「點頭」代替「握手」禮儀。 

8) 禮堂座位以保持距離為原則，請肢體依照司事安排分散就座。 

9) 若肢體處於「政府隔離令」期間，請勿返回教會，留在家裏參加網上崇拜及聚會。 

10) 本堂停止飲水機及汽水機銷售。除飲用水外，請勿攜帶食物及其他飲品在教會進食。 

 

牧養兒童部主日放學安排 
小學級兒童主日學已恢復實體聚會，聚會地點在新翼五樓，請家長於聚會完結後前往五樓接回孩

子，並經樓梯或升降機返回地面，經通道前往教會正門離開。請避免進入幼稚園範圍。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陳巧儀福音幹事聯絡。 

 

放學安排  

初小級（P1-P3）：五樓 501-503 室  高小級（P4-P6）：五樓 504-505 室 

 

https://www.facebook.com/HongKongLingLiangChurch/


 

  

 

    

日期 每日讀經、靈修默想 

15/5 
(日) 

每日讀經：  舊約：撒母耳記上九章 15節至十章 8節 

靈修默想： 
撒上十 6 

「耶和華的靈必大大感動你，你就與他們一同受感說話；你要變爲新人。」撒母耳向掃羅說
話之前，先將膏油倒在他身上，這表明撒母耳是在膏油的底下向他說話。這是神藉着人說話
最重要的原則。「你就要變為另一個人」（和合本譯作「變為新人」。這可能與原來的意思
不合，因為新約對於新人的定義，乃是一個新創造的人。從掃羅以後的表現來看，很清楚的
看見他還沒有蒙恩到這種地步）。由於神的話臨到他，並且膏油在他身上，他就確實變為另
一個人，不是從前那一個普通的人，而是被神選立的君王了。你信主後是變成了另一個人，
還是在主裏的新人？ 

16/5 
(一) 

每日讀經：  舊約：撒母耳記上十章 9-26節 

靈修默想： 
撒上十 26 

「掃羅往基比亞回家去，有神感動的一羣人跟隨他。」要正式立國必須先頒佈國法，說明王
要如何治理這國。因此撒母耳先將國法向百姓說明，叫眾人知道遵守。並且記在書上，以免
忘記。然後他將百姓遣散回家，他也讓掃羅回家去。他要掃羅再過一段安靜的生活，學習等
候忍耐的功課。另一方面，神的靈也感動了一群人來跟隨他，叫他先在少數人中間學習作屬
靈的首領。等候忍耐永遠都是我們要學習的功課，但如果我們有一班同心同行的人一起學習，
那將是好得無比。 

17/5 
(二) 

每日讀經：  舊約：撒母耳記上十一章 1-15節 

靈修默想： 
撒上十一 12-13 

「百姓對撒母耳說：『那說『掃羅豈能管理我們』的是誰呢？可以將他交出來，我們好殺死
他。』掃羅說：『今日耶和華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殺人。』」因着掃羅帶進重大
的勝利，就有人起來為掃羅抱不平，但掃羅此時卻顯出寬容的度量，他看清楚是神施行拯救，
不是他自己的功勞。同時他看明神的心意，乃樂意拯救以色列人，他怎可將神所拯救的人作
為洩憤的對象呢？當他想到神的大愛和能力如何臨到以色列人，他就忘記自己如何被輕忽
了。一個充滿了神的愛，而忘記了自己的人，他的度量自然就擴大。你是否正在處於負面的
情緒和環境裏？想想神的愛，祂會給你度量去面對！ 

18/5 
(三) 

每日讀經：  舊約：撒母耳記上十二章 1-25節 

靈修默想： 
撒上十二 22 

「耶和華既喜悅選你們作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棄你們。」本節說明神不會撇棄以
色列人的理由有二：(1)以色列人得以作神的子民，乃出於神喜悅的揀選；(2)為着維護神的
榮耀，不能叫祂的大名受到羞辱。雖然神「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出三十四 7），但只要
百姓的心思回轉歸向神，神在追討罪惡、對付愚昧的同時，還是會「為千萬人存留慈愛，赦
免罪孽、過犯，和罪惡」，給我們開一條出路。因此，當信徒軟弱、跌倒、甚至犯罪的時候，
不要因為「懼怕」（20 節）而去「順從那不能救人的虛神」（21 節），而應當「不要偏離
耶和華，只要盡心事奉祂」（20 節）。 

19/5 
(四) 

每日讀經：  舊約：撒母耳記上十三章 1-23節 

靈修默想： 
撒上十三 14 

「現在你的王位必不長久。耶和華已經尋着一個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爲你沒
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你的。」掃羅因為沒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的，所以他的王位就不長久。
他不過是暫時被使用一下，不能蒙神長久的使用，成為合用的器皿。歷代以來，多人起頭一
段的歷史，確如掃羅一樣有很好的開端，和光明的前途，可是未及一半，就驕傲自大，不肯
謙卑受教，使自己屬靈的前途毀於一旦。今日豈不也有人落在類似情形中而招致虧損麼！如
果我們想要事奉神，給神使用，我們就必須謙卑受教，遵守神的話。當我們在埋怨神、埋怨
人和埋怨教會的時候，神卻在歎息着找不到合乎祂心意的人呀！ 

20/5 
(五) 

每日讀經：  舊約：撒母耳記上十四章 1-23節 

靈修默想： 
撒上十四 6 

「約拿單對拿兵器的少年人說：『我們不如過到未受割禮人的防營那裏去，或者耶和華爲我
們施展能力；因爲耶和華使人得勝，不在乎人多人少。』」約拿單認定是神為百姓爭戰，他
相信勝利的關鍵不在乎力量的大小，而在乎神的幫助。約拿單與替他拿兵器的少年人，和非
利士人的大軍比起來實在是微不足道。但是儘管別人都害怕，他們卻倚靠神。神看重這兩個
人的信心與英勇，使他們大獲勝利。你曾否被「仇敵」四面包圍，面對巨大的壓力？不要被
龐大的敵人和複雜的情勢嚇倒，倚靠神，總會有足夠的資源抵抗壓力，而且得勝。只要神吩
咐你採取行動，你就要果敢地將自己所有的一切交託給祂，信賴祂率領你取勝。 

21/5 
(六) 

每日讀經：  舊約：撒母耳記上十四章 24-52 節 

靈修默想： 
撒上十四 45 

「百姓對掃羅說：『約拿單在以色列人中這樣大行拯救，豈可使他死呢？斷乎不可！我們指
着永生的耶和華起誓，連他的一根頭髮也不可落地，因爲他今日與神一同作事。』於是百姓
救約拿單免了死亡。」約拿單違反禁食令的行為不是造反或不順從，因為他根本沒有聽到這
命令，不是故意的，而是無意中犯錯誤。根據律法，如果承認自己的罪，獻贖罪祭就可以赦
免（參利五 1，5-6）。但掃羅以過度的權利意識和頑固不化，不僅沒有給獻贖罪祭的機會，
反而定約拿單的罪，急於要殺他。同樣有些人被自己的權利意識沖昏了頭腦，為堅持自己設
定的法則，而不惜要別人付出生命的代價；今天我們又有否為了堅持自己的看法，而不惜與
人結怨、起衝突，但是我們有否先去檢視自己的看法是否正確？ 

每日靈修讀經表 
每月金句：「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 

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希伯來書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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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上表每日讀經經文乃按教會年題的進度而編排。 

請你每天讀經親近神，讓你的人生得指引。 



 

 

  

日期 主題 祈禱事項 

15/5 

(日) 

差遣工人 差遣的主，我們帶信心來到你面前，為香港堂各事奉崗位招聘禱告，求主

帶領合適弟兄姊妹前來服侍，包括牧兒部部牧、行政、資訊科技、物業及

總務幹事、以及堂務員等服侍崗位。也求主堅固一班正在多走一步的弟兄

姊妹及同工，在人手短缺的日子更同心合意，勝過種種困難與挑戰。有些

崗位已招聘多個月以上，實在需要主賜下更大的恩典，使同工們在超越自

己的能力時仍有健康的身心靈繼續為主擺上。 

16/5 

(一) 

守望香港 為本港疫情回穩感謝主。求主保守疫情繼續受控，復業、復課和教會恢復

實體聚會平安。願主施恩疫苖的注射安全有效，決策者有智慧制訂控疫的

措施，巿民繼續做好抗疫的本份，使全城滿有顧己及人的精神，並在這疫

變的世代中，能認識賜人生命和真平安的真神。 

17/5 

(二) 

醫護守望 為各國前線醫護人員禱告，求主保守他們的身體和心靈，讓他們有心力和

體力應付沉重的工作；求主加添他們愛心、信心和盼望的心，滿有能力照

料病人，並且懂得恰當地關懷，體恤病人的狀況，為他們提供在身心靈上

合宜的幫助。又求主保守醫護人員與家人能有充足相處的時間，共同建立

充滿溫暖互愛的家庭。 

18/5 

(三) 

傳媒守望 感謝神藉着聖經裏的律例典章，使人認識真實和美善，又叫人以此為處事

的準繩和法則，能斷事智慧，行事公義公平。為我們的互聯網資訊、新聞

傳媒、書刊出版、電視及電台的廣播代求，深願所有的報導和資訊都建基

於誠信和真實，不偏不倚。又為傳媒工作者禱告，願公平和公義成為他們

的信念，發揮傳媒的正面影響和監察。 

19/5 

(四) 

會友大會 為五月二十九日的會友大會暨第十屆堂委選舉代禱，求主感動我們帶着愛

神、愛靈糧家的心踴躍參加，使我們在聖靈帶領下，同心商議家中的事。

更求主賜福十九位候選人，使我們選出一群合神心意的堂委，叫被選上的

忠心事奉，未被選上的繼續愛主愛靈糧家，榮歸主名。 

20/5 

(五) 

信徒代禱 求神安慰及醫治身體軟弱的弟兄姊妹及其家人。 

21/5 

(六) 

賜福教會 我們為神帶領教會六十三年感恩，求主賜福在五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的堂

慶培靈會和感恩崇拜，讓講員郭文池牧師成為主話的出口，叫弟兄姊妹靈

裏得造就，生命成長。願主使我們心意更新而變化，察驗神的善良、純全

可喜悅的旨意，憑信心發展各樣福音聖工，使我們的教會更新、突破和成

長，榮耀主名，造福社群。 

每日祈禱事項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六 33） 

請你每天祈禱守望，使你心意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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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堂主日崇拜講員  

 

 

 

   

  

 

本堂聚會時間表 
崇拜聚會 下次聚會日期 時間 地點 崇拜模式 證道講員 負責教牧 

週六崇拜   21/5（六） 晚上 6:00 實體+網上 現代活潑 梁國權先生 陳定邦牧師 

清晨堂崇拜（粵語）   22/5（日） 上午 8:15 實體+網上 更新傳統 崔皓靈傳道 陸建民牧師 

早堂崇拜（粵語、普通話）   22/5（日） 上午 10:45 實體+網上 更新傳統 崔皓靈傳道 陸建民牧師 

青少年崇拜（粵語）   22/5（日） 上午 11:15 實體+網上 現代活潑 陳定邦牧師 曾穎愉傳道 

聖餐 4/6（六）、5/6（日） 每月第一週在崇拜聚會內進行 崇拜模式 證道講員 負責教牧 

小學級兒童崇拜（中高小） 

22/5（日） 
上午 10:45 五樓 

兒童敬拜 
陳巧儀 

福音幹事 

陳巧儀福音幹事 

小學級兒童崇拜（初小） 兒童敬拜 陳巧儀福音幹事 

幼稚級兒童崇拜 上午 10:45 網上 兒童敬拜 陳巧儀福音幹事 

主日學 下次聚會日期 時間 地點 性質主題 負責人 

成人級主日學 暫停 上午 9:30 ／ 學習聖經 麥錦娟傳道 

搖籃班主日學 22/5（日） 上午 10:45 網上 學習聖經 陳巧儀福音幹事 

兒童級主日學（中高小） 22/5（日） 上午 10:45 五樓 學習聖經 陳巧儀福音幹事 

祈禱會 下次聚會日期 時間 地點 守望祈禱主題 負責人 

*週三祈禱會 18/5（三） 晚上 7:30 四樓小禮堂 
香港／全球疫情 

暨新界西兩校 
曾雅懿執事 

週六晨禱會 21/5（六） 上午 7:30 304室 本堂支持之宣教士／工場 邱素梅牧師 

詩班 下次練習日期 時間 地點 性質 指揮 負責人 

兒童詩班（初級組） 暫停 下午 12:15 ／ 練詩 姚瑪莉執事 姚瑪莉執事 

兒童詩班（高級組） 15/5（日） 下午 12:15 504室 練詩 楊思旋執事 楊思旋執事 

大堂詩班 15/5（日） 下午 12:15 二樓禮堂 練詩 李李洵華姊妹 黃敏琴姊妹 

牧青部樂隊  暫停 下午 2:00 ／ 樂隊練習 林李俊思姊妹 陳定邦牧師 

清晨堂詩班 13/6（一） 晚上 7:30 二樓禮堂 練詩 姚瑪莉執事 姚瑪莉執事 

樂韻詩班 14/6（二） 晚上 7:30 二樓禮堂 練詩 葉成芝弟兄 何家馨姊妹 

弟兄詩班 18/5（三） 下午 3:00 304室 練詩 盧永雄弟兄 麥繼球弟兄 

頌恩詩班 18/6（六） 下午 2:00 二樓禮堂 練詩 葉成芝弟兄 葉蘇綺環姊妹 

團契及小組（群體） 下次聚會日期 時間 地點 主題／內容 教牧／聯絡人 

長者工作坊（男、女）    18/5（三） 上午 10:30 二樓禮堂 查經 朱嘉豪傳道 

週四婦女牧養小組（婦女）    19/5（四） 上午 10:00 二、四、五樓、304室 查經 譚美盈傳道 

週四初職牧養小組（青年）    19/5（四） 晚上 7:30 504-505室 查經 賴浩民傳道 

弟兄團契（成年） 27/5（五） 上午 10:00 304室 ／ 朱嘉豪傳道 

週五牧養小組（成年）     20/5（五） 晚上 7:30 二樓禮堂 查經 麥錦娟傳道 

週五兒童小組（兒童）  20/5（五） 晚上 7:30 304室 真理學習 陳巧儀福音幹事 

週六夫婦牧養小組（成年） 21/5（六） 上午 10:00 504-505室 查經 麥錦娟傳道 

生命團契（成年）   28/5（六） 下午 3:00 ／ 網上查經 陳政豪弟兄 

週六初職牧養小組（青年）   21/5（六） 下午 3:00 304室 查經 賴浩民傳道 

大專成長小組（青年）   21/5（六） 下午 3:30 四樓 家庭朋友週 曾穎愉傳道 

他連得牧養小組（青年）   21/5（六） 下午 3:30 四樓 查經 賴浩民傳道 

殷望團契（成年）     21/5（六） 下午 5:00 五樓 查經 陸建民牧師 

中學生成長小組    22/5（日） 上午 9:30 四樓 DSE的二三事 曾穎愉傳道 

主日牧養小組（成年）    15/5（日） 下午 2:00 501室 查經 張劉禧玲姊妹 

豐盛團契（成年) 24/5（二） 晚上 9:00 ／ 網上查經 麥錦娟傳道 

佈道聚會 下次聚會日期 時間 地點 聯絡人，見證嘉賓，證道講員 

福音班（婦女）    19/5（四） 上午 10:00 二樓禮堂 譚美盈傳道，梁徐玉霞姊妹 

福音班（成人） ／ 晚上 7:30 ／ 麥錦娟傳道 

上週崇拜聚會統計 

日期 聚會 人數 

7/5 (六) 週六崇拜（＋網上） 42 (+24) 

8/5 (日) 清晨堂崇拜（＋網上） 88 (+49) 

8/5 (日) 早堂崇拜（＋網上） 242 (+40) 

8/5 (日) 青少年崇拜（＋網上） 42 (+7) 

8/5 (日) 兒童崇拜 50 

本堂崇拜總出席（＋網上總出席） 464 (+120) 

 

分堂 崇拜日期 崇拜時間 證道講員 堂主任 

大埔靈糧堂 15/5 (日) 參與香港堂崇拜 李寶珠院長 陸建民牧師 

電話：2657 4123  網址：http://www.alayluya.com/TPLLC 

藍田靈糧堂 15/5 (日) 上午 11:00  伍權彬牧師 盧君俠牧師 

電話：3563 7849  網址：http://ltllc.org 

荔枝角靈糧堂 15/5 (日) 上午 9:15、10:30、11:45 劉志良牧師 劉志良牧師 

電話：3520 2231  網址：http://www.lckllc.net 

鑽石山靈糧堂 15/5 (日) 上午 10:30 區祥江博士 阮法賢傳道 

電話：3619 0196  網址：http://www.facebook.com/dhchurch.hkllc 

東涌靈糧堂 15/5 (日) 上午 10:30 陳寶虹牧師 陸建民牧師 

電話：2109 1466  網址：http://www.tcllc.org.hk 

 

第十一頁 

歡迎參加本堂各聚會，請聯絡各負責人或聯絡人，瞭解有關資料。 

*週三祈禱會 Zoom網址：https://zoom.us/j/9397148581 



 

 

 

時間：主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主席：張文莉姊妹           當值教牧：曾穎愉傳道 

證道：陸建民牧師           敬拜讚美：張文莉姊妹 

司琴︰鍾卓寧姊妹       當值執事︰何梅結懿執事 

序樂  全體 

宣召 詩篇九 1-2 眾立 

禱告  眾立 

敬拜讚美  全體 

讀經 馬太福音六 9-15 眾坐 

證道 請教我們禱告 眾坐 

默想 一分鐘默想 眾坐 

回應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禱告）》 全體 

奉獻  眾坐 

每月金句 定睛基督︰希伯來書四 15 眾坐 

歡迎／牧禱／報告 曾穎愉傳道 眾坐 

三一頌  全體 

祝福 陸建民牧師 眾立 

阿們頌  眾立 

殿樂  全體 

相交  全體 

 

 

 

  

  時間：週六晚上六時 
  主席：賴浩民傳道   
  證道：張梓聰傳道 
司琴︰歐陽宇翩弟兄 

  樂手︰張宗恪幹事 
後台統籌︰陳定邦牧師 

宣召 詩篇三十四 3 眾立 

禱告與頌讚  眾立 

讀經 馬太福音六 13、四 1、二十六 41 眾坐 

證道 《救我們脫離那惡者》 眾坐 

詩歌回應／奉獻 《煉淨我》 眾坐 

選舉候選人介紹 林穎琛姊妹 眾坐 

報告／歡迎 陳定邦牧師 眾坐 

三一頌 
 

眾立 

祝福 陳定邦牧師 眾立 

阿們頌  眾立 

 

 週六 

崇拜 

清晨堂 

崇拜 

早堂 

崇拜 

青少年 

崇拜 
 

週六 

崇拜 

清晨堂 

崇拜 

早堂 

崇拜 

青少年 

崇拜 

主席 張宗恪幹事 陸黃冠麗姊妹 陳廖慧心姊妹 曾穎愉傳道 

司 

事 

（姊妹） 

葉美琪 

陳敏翹 

（弟兄） 

鄭治偉 

尤威麒 

 

（姊妹） 

陳狄雲 

鄭陳淑賢 

尤陳鈺燕 

周陳艶芳 

（弟兄） 

麥繼球 

洪增富 

葉紹芳 

丁湧仁 

鍾權發 

梁擴榮 

（姊妹） 

麥李少貞 

陳林劍蘭 

徐陳淑儀 

馮譚富玉 

陳何世玲 

吳廖美鈴 

（弟兄） 

梁曉丰 

 

（姊妹） 

張曦雪 

敬拜讚美 張宗恪幹事 高馮慧賢姊妹 陳寧弟兄 曾穎愉傳道 

歡迎及牧禱 陳定邦牧師 陸建民牧師 陸建民牧師 曾穎愉傳道 

讀經 張宗恪幹事 李百維弟兄 丁恩榮執事 曾穎愉傳道 

證道 梁國權先生 崔皓靈傳道 崔皓靈傳道 陳定邦牧師 

傳譯 ／ ／ 梁東瑩姊妹 ／ 

祝福 陳定邦牧師 陸建民牧師 陳瑞漢長老 陳定邦牧師 

電琴 ／ ／ 王郭津懿姊妹  ／ 

鋼琴 施雅銘姊妹 李君智弟兄 鍾卓寧姊妹 李嘉典弟兄 

投影 蘇栢嘉弟兄 鍾佩芬姊妹 鄭志初弟兄 鍾卓恆弟兄 當 

值 

執 

事 

謝鎮光執事 鄧經恩長老 鄧緯恩執事 

羅保明執事 
馬敬強執事 

音響 鍾仁傑弟兄 周文勳弟兄 歐陽家輝弟兄 蘇栢嘉弟兄 

堂務報告 陳定邦牧師 張梓聰傳道 張梓聰傳道 曾穎愉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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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及投影：曾何錦儀姊妹 
音響：曾翊偉弟兄 
司事︰陳陳玉珍姊妹 

古陳潔冰姊妹 
當值執事︰余浩文執事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一及二十二日主日崇拜職事及司事人員表 
 



 

 

  
銀行存款或轉賬奉獻 

a）銀行櫃枱 

b）櫃員機 

c）網上銀行 

香港靈糧堂及其各分堂接受銀行存款或轉賬奉獻。 

星展銀行戶口號碼：016-478-781369055 

賬戶中文名稱：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香港靈糧堂堂務委員會 

賬戶英文名稱：The Council of Ling Liang 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 Hong Kong Ling Liang Church 

 

d）轉數快 FPS  

轉數快識別碼（FPS ID)：0287037 

亦可使用 QR Code (右圖) 
 
 
存款或轉賬完成後 7 日内，請把銀行交易通知書傳送至以下任何一處： 

whatsapp：5502 7070 

電郵：giving@hkllc.org 

「轉數快」的訊息欄 (即時性的） 

WhatsApp，電郵或「轉數快」訊息務請清楚註明收款堂名稱、奉獻者姓名，以及按需要提供奉獻
封包括的其他資料。首次奉獻者請提供地址，以便日後寄出奉獻收據。 
  

備註： 

‧凡未按上述時限提供銀行交易通知書者，將視作無名奉獻，歸入總堂綜合基金。敬請留意。 

‧年度奉獻收據在每年 4 月發出。 

香港靈糧堂招聘同工 

牧兒部部牧 
制訂策略和制度讓部門持續發展，及同工和信徒義工生命成長，帶領牧兒部事工，和領導相關行政工
作。道學碩士（或相等學歷），對兒童牧養工作有使命感、有實踐經驗、善於溝通，具團隊領導感染
力。請繕履歷電郵 manluk2001.mark@gmail.com 香港靈糧堂陸牧師。 

資訊科技幹事 
資訊科技相關高級文憑。負責設置、操作、管理及維護電腦系統及教會網絡。具三年以上相關工作經
驗，須週六、日上班。請繕履歷電郵 church@hkllc.org，並註明應徵職位。 

行政幹事 
中英文良好，熟悉一般電腦軟件操作，主動成熟，委身事奉，具兩年以上經驗、須週六、日上班。請
繕履歷電郵 church@hkllc.org，並註明應徵職位。 

物業及總務幹事 
管理教會樓宇維修及場地設施、堂務員工作，具物業管理相關文憑，懂中英文打字及 MS Word、Excel

及 PPT，須週六、日上班，請繕履歷和待遇要求電郵 church@hkllc.org，並註明應徵職位。 

（上述職位之「詳細工作要求」，請瀏覽本堂網頁／Facebook或電郵 church@hkllc.org索取。資料只供招

聘使用。） 

堂務員 
負責教會雜務、場地擺設、搬送少量物品、清潔等。下午 1:00 至晚上 10:00，須週六、日上班。有意
者請致電 2577 4216 香港靈糧堂行政主任。（資料只供招聘使用） 

mailto:giving@hkllc.org
mailto:manluk2001.mark@gmail.com香港靈糧堂陸牧師。
mailto:主動成熟，委身事奉，具兩年以上經驗。有意請電郵church@hkllc.org


 

 
 
生命團契近況                                                   陳政豪弟兄
              

感謝神，生命團契在經歷它的第三十一個年頭，繼續蒙上帝的恩典和帶領，弟兄姊妹仍能在疫情陰霾

當中繼續聚會，在團契裏有美好的分享。我們一同查經，一同讀聖經，一同禱告，一同的分享在生活上、

工作上、家庭上、身體上的點滴、挑戰及困難，值得感恩。 

疫情肆虐，在這段時間生命團契也是網上聚會模式為主。聚會時間仍舊在每月的第二及第四個禮拜六

下午三時至五時。感恩我們的網上查經及分享運作大致順暢。亦因為網上查經，生命團契當中也有一些未

能出席實體聚會的弟兄姊妹能在網上與其他的弟兄姊妹有美好相交。 

現時聚會以查經為主，弟兄姊妹一起查考十二小先知書，探索神藉着眾先知揭示給眾人祂大而可畏日

子的信息。 

此外，弟兄姊妹繼續學習一起為有需要的肢體或他們的家人禱告守望。為着肢體在身體上及其他方面

有需要支援的，為他們禱告守望，彼此關顧。 

弟兄姊妹亦有美好見證，雖然身體或有軟弱，但在神的帶領下，弟兄姊妹一直為神繼續作鹽作光，以

不同的方式，為身邊同病相憐的病友送上從神而來的祝福，在鮮有歡顏笑臉的地方繼續散播快樂種子。也

有姊妹善用自己的恩賜，製造布袋等小精品，實用地把滿載神福氣的心意帶給身旁的你我他。 

今年年初，我們也有一個家庭肢體移居海外，為我們生命團向南半球擴展作預備。透過網絡，我們也

仍然能夠一起的聚會，可以繼續一起分享，相交守望。 

自今年三月底，我們生命團的靈魂人物陳牧牧退下生命團牧者的崗位，我們真的很不捨得她。她的教

導，她的禱告，她的關顧，她的十字繡，她對我們關愛的笑聲、眼淚…由於疫情籠罩，別離時，我們只能

單單派代表為她送上盛載着我們在這十個年頭的種種回憶的紀念冊。期望團契在一眾弟兄姊妹的互相帶領

下，可以有美好的配合及發展。 

願上帝繼續使用生命團契，令弟兄姊妹的生命可以榮神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