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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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寶虹牧師 牧兒部部牧、宣教 2577 4216 
陳定邦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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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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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7 9591 
 
 

6237 8513 
6597 3582 
9087 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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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會眾提供牧關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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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三十四 3 眾立 

禱告  眾立 

啟應 詩篇一百 1-5 眾坐 

每月金句 靠主得生：約翰福音十四 6 眾坐 

敬拜讚美  全體 

歡迎／牧禱 陸建民牧師 眾坐 

獻詩 當讚美聖父 眾坐 

讀經 詩篇九十五 1-11 眾坐 

證道 《齊來敬拜》 眾坐 

默想 一分鐘默想 眾坐 

回應 《盡心盡性讚美祂》 全體 

奉獻 （為基督徒感恩而設，慕道朋友毋須勉強。） 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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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建民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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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佩芬姊妹 陳政豪弟兄 

敬拜讚美 張梓聰傳道 陳定邦牧師 

獻詩 ／ 聯合詩班 
兒童詩班 

讀經 余美芬姊妹 薛葉美娜姊妹 

證道 陸建民牧師 陸建民牧師 

傳譯 ／ 鄧紹慈姊妹 

電琴 ／ 陳倪毓英姊妹 

鋼琴 譚美盈傳道 薛學泉弟兄 

司事 郭浩材 
尤威麒 

黃淑敏 
李錦清 
鄧唐瑞冰 
陳狄雲 

鄒國樑 
梁竣傑 
黃俊華 
張永健 
翁自勤 
梁擴榮 

余瑪琍 
張雪容 
鄒梁瑞琴 
黃祖兒 
梁李小珍 
蕭楠 

投影 劉蕭惠玲姊妹 劉偉傑執事 

音響 劉敏聰弟兄 陳敬誠弟兄 

當值執事 馬敬強執事 曾劍忠執事 
曾雅懿執事 

 

堂 

委 

會 

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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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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羅佩芳按立執事、 
劉何雪芳按立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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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讚美神的人生                        陸建民牧師
      

今天是聖樂主日，求神激勵我們，讓我們天天向神獻上讚美的聲音，叫神的名得榮耀，人得幫助。在此，
我想和大家分享詩篇一五零篇。 

 詩篇一五零篇是一篇不折不扣的讚美詩，全篇共出現十三次讚美；因首尾以「讚美耶和華」呼應，而    

「讚美耶和華」是哈利路亞的意思，所以又稱為「哈利路亞詩」。本詩的結構非常清楚，我們可以用以下五
個「何，W」將它說明： 

 何事 what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1，6 節） 

何地 where：聖所、穹蒼（1 節） 

為何 why  ：為神的大能作為和極美大德（2 節） 

 如何 how ：用不同樂器讚美神（3-5 節） 

 何人 Who ：凡有氣息的（6 節） 

學者認為本詩是寫於被擄時，當人收成後，拿着初熟之果向神奉獻時唱的詩。可想他們當時歡悅的心情，
是難以形容。讓我們從中學習三件事： 

一生讚美神 
 作為最後的一篇詩篇，它不但以「讚美神」結束，更重要的是，告訴我們甚麼是詩篇？當然，詩篇是讓
我們學習禱告的經文，因內裏充滿不同類型的禱文，如感謝詩（一百篇）、哀求詩（三至七篇），認罪詩（五
十一篇）等。更重要的，它與第一篇呼應，告訴我們要作有福的人，行在主道上，以致成為讚美神的人生。
可是，在頭幾篇中，它告訴我們人並不行在敬虔生活上，且與神為敵，所以人不斷向神發出哀求（參三至七
篇哀求詩）。然而，由一四六至一五零共五篇詩篇中，均以「讚美耶和華」為每篇的開始。可見，在困苦中，
人經歷神的信實和垂聽禱告後，便向神發出讚美。 

 當我第一個內孫出生的時候，我特意為他改名叫「璈天」，因當時心裏不斷浮現年少時唱過的一首歌《像
美妙詩歌》，歌詞說「使我的生命像美妙詩歌，時常發出十字架寶貴信息；救主我願意，像美妙詩歌，常發
妙音不論日子順或逆。」「璈」是古代的一種樂器，「天」是天上的意思，深深盼望這孫兒一生活在神的手中，
成為讚美神的人。 

盡力地讚美 
 在短短六節中，詩人也表達出「盡力」向神敬拜。他一連發出十次「要」的呼喚，要人讚美神（一次）、
讚美耶和華（三次），和讚美祂（九次）。從天上的穹蒼，到地上的聖所，並在宗教領袖帶領下，祭司、利未
人拿着角和琴瑟，用口和手奏出讚美神的樂章，會眾也加入敬拜，用全身跳舞回應，為的是見證神在他們中
間的作為和大德。 

 雖然，經文沒有直接告訴我們神為他們作的是甚麼；但從不同樂器中，卻見證神在歷史的作為。「角」
指山羊角，是祭司拿的樂器，當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時，七個祭司便拿着七隻羊角走在約櫃前，站在領導
的地位，帶領神的子民爭戰（書六 4）。「擊鼓跳舞」見證他們過紅海後，米利暗和婦女，起來拿鼓跳舞，慶
祝神的作為。至於「琴、瑟、鈸」等樂器，則是大衛王為建立完善的聖樂事奉，而分派給利未人的樂器（代
上二十五 1）。 

 詩歌「盡心盡性讚美祂」說，我們要盡心盡性敬拜主，要用詩歌讚美祂；不單盡心盡性敬拜，更要天天
讚美；因神是偉大的神，祂配受極大的讚美。「讚美」就是「使…燃亮」的意思，正如主耶穌進入耶路撒冷
城時，人高唱和散那、和散那讚美祂一樣。我們有否盡力地讚美？ 

讓讚美飛揚 
 正如上文說，不同的樂器代表不同故事，其實也可代表不同功能。「角」是為宣告之用，宣告神的臨在
（出十九 16-19），也宣告聖會的開始（利二十三 23-25），正如今天崇拜中，我們也以「宣召經文」，宣告崇
拜正式開始。「鼓瑟彈琴」是利未人的聖樂事奉，也是今天詩班的前身。他們不單唱，也宣佈神的話語，正
如今天的敬拜和宣道。接着，在柔和的弦樂中，他們再次擊鼓，使會眾加入跳舞，就像見證神的勝利。最後，
一段管弦樂出場，在蕭、豎琴、鈸彼此配搭的樂聲中，情況就如韓德爾的《彌賽亞》神劇的最後一段，大家
不禁在多次的「哈利路亞」聲中，站起來以不絕的掌聲讚美神。詩人也在這時，邀請全世界凡有氣息的，不
論是日頭月亮、動物飛鳥，火與冰雹，老年人和孩童，齊來讚美神 ——    哈利路亞。 

二次大戰時的英國大主教威廉譚保（William Temple）曾說：「敬拜是面對政治和社會風浪最好的方法，
因崇拜使我們全人降服在神面前，因着祂的聖潔，良心得覺醒、因祂的真理，心靈得飽足，因祂的美麗，想
像力得淨化，以致為神的愛，敞開我們的心門，並向祂的旨意完全臣服。」可見，讚美神的人生使我們定睛
於神，以致讓人看見我們不一樣的生命。 



 

清晨堂及早堂啟應經文：詩篇一百 1-5 

主席：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 

會眾： 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來向他歌唱！ 

主席： 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我們是他造的，也是屬

他的；我們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塲的羊。 

會眾： 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

他，稱頌他的名！ 

同誦： 因爲耶和華本爲善。他的慈愛存到永遠；他的信

實直到萬代。 

清晨堂及早堂證道題目：《齊來敬拜》 

讀經經文：詩篇九十五 1-11 
1  

  來阿，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 

2  我們要來感謝他，用詩歌向他歡呼！ 
3  因耶和華爲大神，爲大王，超乎萬神之上。 
4  地的深處在他手中；山的高峯也屬他。 
5  

  海洋屬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 
6  來阿，我們要屈身敬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下。 
7  因為他是我們的神；我們是他草塲的羊，是他手下的

民。惟願你們今天聽他的話： 
8  你們不可硬着心，像當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曠野的瑪撒。 
9  那時，你們的祖宗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爲。 
10 四十年之久，我厭煩那世代，說：這是心裏迷糊的百姓，

竟不曉得我的作爲！ 
11  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清晨堂敬拜讚美詩歌

《將天敞開》 

將天敞開，祢的榮耀降下來。將天敞開，祢的同在降下

來。將天敞開，祢的榮耀降下來。萬國讚嘆祢，祢是榮

耀君王。 

副歌︰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歡呼耶穌基督，聖潔羔羊，

榮耀歸於祢。天上地下，在永恆裏敬拜。哈利路

亞，哈利路亞。 

橋︰神就在這裏，我們歡迎祢，讓一切焦點轉向祢；神

就在這裏，我們歡迎祢，寶座前敬拜不停息。 

《叫我抬起頭的神》 

耶和華是我的主，必不至動搖，有耶和華的幫助，還要

懼誰呢？耶和華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華作我 

旌旗，必全然得勝。 

副歌︰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是我的榮耀，又是叫我

抬起頭的神，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我們必歡呼，

祢是我的磐石我的幫助。 

《一生敬拜祢》 

親愛耶穌，祢真愛我，毫無保留，我敬拜祢，因祢捨命，

我回到父神面前，在恩典和應許中敬拜。 

副歌 1︰喔耶穌，喔耶穌，祢喜悅我向祢歌頌。喔耶穌，

喔耶穌，高舉雙手，全心敬拜祢。 

副歌 2︰我要一生，一生敬拜祢，在祢殿中瞻仰祢榮美，

在祢豐盛恩典中我歡欣歌頌，在祢救恩盼望中，

我靈不住快樂。

早堂敬拜讚美詩歌

《盡心盡性讚美祂》 

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我要用詩歌來讚美祂。我要

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我要天天讚美祂。因我的神是偉

大的神，祂配受極大讚美。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我要

盡力來讚美祂。 

《耶穌，超乎萬名之名》 

主耶穌，至聖者，和平之子，公義真神，祢聖潔美麗無

比，祢完全無人能及。主耶穌，真神兒子，謙卑自己十

架上捨己。祢寶血湧流能力，在祢愛中我得以完全。耶

穌，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天上地下萬物屈膝敬拜。喔耶 

穌，超乎萬名之上的名。願榮耀都歸祢，願榮耀都歸祢，

願榮耀都歸耶穌羔羊。 

《耶穌配得至聖尊榮》 

耶穌，祢配得至聖尊榮，耶穌，當受最高讚美。願全地

響應，諸天唱和，來尊崇主聖名超乎萬名。讓我們屈膝

俯伏敬拜祂，因祂聖名，萬膝要跪拜；讓萬口承認：祂

是主耶穌，全能神，今我榮耀祢。但願尊貴、頌讚和權

能，都歸於祢，都歸於祢；願尊貴、頌讚和權能，都歸

於祢，都歸於祢；主耶穌，永活真神兒子。

清晨堂及早堂回應詩歌《盡心盡性讚美祂》 

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我要用詩歌來讚美祂。我要

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我要天天讚美祂。因我的神是偉

大的神，祂配受極大讚美。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我要

盡力來讚美祂。 

聯合詩班＋兒童詩班獻詩《當讚美聖父》 

當讚美聖父，讓每顆心向祂謝恩！當讚美聖父，因祂永

遠憐憫與慈仁！當讚美聖父，麻雀跌下祂也顧念！榮耀

的王啊！讓全地宣揚你的威嚴！要頌讚主，同聲傳揚祂

權能！祂帶喜樂給世人，祂賜下大憐憫世世無窮！祂創

造全世界和天上的萬有！以能力和慈愛，祂統管全球；

起來歌頌讚美聖父！讚美歸於聖父，歸於聖子，歸於聖

靈！萬國當讚美祂，全世界都因祂歡騰！榮耀歸於我君

王！榮耀歸於祂永遠的名！願全地喜悅，在祂愛中歡欣，

當讚美我主！（x2）讚美歸於聖父，歸於聖子，歸於聖

靈！萬國當讚美祂，全世界都因祂歡騰！榮耀歸於我君

王！榮耀歸於祂永遠的名！願全地喜悅，在祂愛中歡欣，

當讚美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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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的喜笑》 

讀經經文：創世記十七 15-22、十八 9-15 

十七 15-22 
15

 神又對亞伯拉罕說：「你的妻子撒萊不可再叫撒萊，

他的名要叫撒拉。 
16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

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從他而出。」 
17

 亞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裏說：「一百歲的人還

能得孩子麼？撒拉已經九十歲了，還能生養麼？」 
18

 亞伯拉罕對神說：「但願以實瑪利活在你面前。」 
19  神說：「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

他起名叫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作他後裔永遠

的約。 
20

 至於以實瑪利，我也應允你：我必賜福給他，使他昌

盛，極其繁多。他必生十二個族長；我也要使他成爲

大國。 
21  到明年這時節，撒拉必給你生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立 

的約。」 
22

 神和亞伯拉罕說完了話，就離開他上升去了。 

十八 9-15
 

9  他們問亞伯拉罕說：「你妻子撒拉在那裏？」他說：

「在帳棚裏。」 
10 三人中有一位說：「到明年這時候，我必要回到你這裏；

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個兒子。」撒拉在那人後邊的帳棚

門口也聽見了這話。 
11  亞伯拉罕和撒拉年紀老邁，撒拉的月經已斷絕了。 
12

  撒拉心裏暗笑，說：「我既已衰敗，我主也老邁，豈能

有這喜事呢？」 
13  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撒拉為甚麼暗笑，說：『我既

已年老，果真能生養麼？』 
14

 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麼？到了日期，明年這時候，我

必回到你這裏，撒拉必生一個兒子。」 
15

 撒拉就害怕，不承認，說：「我沒有笑。」那位說：

「不然，你實在笑了。」 

週六崇拜敬拜讚美詩歌 

《Here I am to worship (The call)》 

1. 神祢是光，祢照亮了黑暗，開我眼讓我看見，祢的

榮美，讓我心渴慕祢，希望與祢不分離。 

2. 萬王之王，坐在至高寶座上，散發榮耀的光芒，謙

卑自己，來到祢所造之地，為了愛犧牲自己。 

副歌︰所以，我在這裏敬拜，屈膝向祢跪拜，大聲宣告

祢是我的神，噢，祢是如此美好，祢是如此配得，

我在這裏敬拜祢聖名。 

橋 1︰我不知道多少代價，能使我罪釘上十架。 

橋 2︰Call upon name of the Lord, and be saved. 

 《Cornerstone》 

1. 名望都不，配我所追，信靠安穩，於寶血裏。誰及

基督，名配高舉，恩典寶血，安穩確據。 

副歌︰基督作萬有之首，單依靠房角石頭。暴風降仍可

膽壯，唯祢是王。（You are Lord, Lord of all.） 

2. 狂暴風中，似蓋掩天，見祢掌管，站浪濤前。危難

漆黑，看似遮掩，重價恩典，必不會變。（重價恩典， 

 

必不會變。） 

3. 榮耀一天，號角響起，祢再彰顯，終親眼見。唯祢

的公義作新衣，領我雪白，往站台前。 

《用祢雙手擁抱我》 

凡勞苦重擔的都到這裏來，疲憊受壓制的祂要來恢復，

放手來到我主耶穌的腳前，卸下這一切就讓祂來掌權。 

副歌︰就是現在，來觸摸我，讓我的心被滿足，用祢雙

手，來擁抱我，在祢懷中不放手。 

橋︰讓我奔向祢懷中跳進祢的愛裏，因祢必按照我本相

來愛我接納我。 

回應詩歌《順服》 

當我不明白，事情的由來，信心不足的時候，求主幫助。

生命在於祢，萬事皆屬祢，信心動搖的時候，我要信靠。 

副歌︰我相信祢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萬事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我相信祢的道路，高過我的

道路，我甘願謙卑順服。 

尾︰我相信祢的應許，倚靠祢的恩典， 我甘願謙卑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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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

消息 

 1.   *牧者行蹤： 1. 陳寶虹牧師今主日往東涌分堂證道及施餐，求主保守她的腳蹤，造福弟兄姊妹。 

2. 譚美盈傳道今主日往鑽石山分堂證道，求主保守她的腳蹤，造福弟兄姊妹。 

聚會

預告 

 1.   *浸禮聚會： 本堂將於十月二十三日（下週六）下午三時至五時舉行第一百六十九屆浸禮，本堂有十

五位弟兄姊妹接受水禮加入本堂，成為本堂會友。我們歡迎他們，願主賜福他們靈命成

長，蒙恩得福。他們的名字如下： 

浸禮：（弟兄）文家樂、陳齊禮、林敬峰、唐逸風、文浩鋒、高承禧、蔡浩恩 

（姊妹）黃嫣文、區卓爾、余雪敏、梁潔瑩、佘瑪莉、陳敏儀、翁維諾、蔡曉恩 

  2.   *轉 會 禮： 本堂將於十月二十四日下主日早堂崇拜（早上十時四十五分開始）為兩位姊妹舉行轉會

禮，願神賜福他們在本堂發揮恩賜，投入神家。他們的名字如下： 

（姊妹）陳鈺燕、李志蓮 

特別 

消息 

1.   *泊車安排： 十月二十三日（下週六）下午舉行浸禮，由中午十二時開始本堂正門外之泊車位不予開放，

以便留給工作車輛及作緊急通道。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2.    三樓梯級： 最近有肢體在 304 室往三樓閣樓的樓梯跌倒，教會現進行改善方案。請弟兄姊妹上落時小

心留意梯級。 

3.    鮮花奉獻： 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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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下載週刊： 弟兄姊妹可於週六中午 12:00開始，在本堂網頁及 Facebook下載最新一期《靈糧週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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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出席： 1. 九月第二、三個星期日崇拜後會處理新八達通登記。如參加團契及小組者，可以透過團

契及小組登記。 

2. 如在崇拜前未登記出席，請在崇拜完畢後補回登記，以協助教會的關顧牧養信徒事工。 

  2.      崇拜守則：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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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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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九日及十日奉獻 金額（港幣） 

1. 週六／主日崇拜 

2. 十一 

8,464.10                       

66,480.00 

3. 常費 145,560.00 

4. 感恩 57,650.00 

5. 宣教  

5.1. 宣教經費 

5.2. 柬埔寨宣教基金 

20,150.00                         

200.00                               

6. 事工 

6.1. 教育 

 6.2. 神學教育 

 6.3. 慈惠 

7. 支持分堂發展奉獻 

7.1. 荔枝角分堂 

8. 其他 

8.1. 青少年事工 

8.2. 圖書館 

  

20,600.00        

20,900.00            

31,000.00   

 

500.00       
       

1,000.00  

400.00 

總數 372,904.10 

 

 （有*號者為首次刊登的報告或消息）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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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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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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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者請將履歷電郵 church@hkllc.org，並註明

「應徵資訊科技幹事」或「應徵行政幹事」。資

料只供招聘使用。） 



 

 

 

 

 

 

 

 

 

 

 

 

 

 

 

 

 

 

香港靈糧堂 2021 年教育月主題：靈糧堂（基督教教會）辦學的意義 

主日崇拜：（清晨堂）上午 8:15、（早堂）上午 10:45    地點：二樓禮堂 

日期 講員 日期 講員 

11 月 7 日 陸建民牧師 11 月 21 日（教育主日） 梁榮光牧師 

11 月 14 日 李寶珠院長 11 月 28 日 陳瑞漢長老 

 

週三祈禱會 （晚上 7:30  四樓小禮堂） 

 

 

 

 

 

 

 

 

 

 

 

 

 

 

11 月 3 日 部長黃何靄玲執事 教育部團隊 11 月 17 日 
校監鄧經恩長老 

校監何胡葆珊姊妹 
新界東中小學 

11月10日 校監曾雅懿執事 新界西中小學 11 月 24 日 校監羅保明執事 幼稚園各校 

 

第 169屆浸禮新葡及轉會弟兄姊妹簡介 

所屬團契或 

牧養小組 
新葡及轉會者芳名 

週五牧養小組 (新葡) 文家樂、區卓爾、余雪敏、 

佘瑪莉、梁潔瑩、陳敏儀 

大專小組 (新葡) 林敬峰 

中學生成長小組 (新葡) 唐逸風、高承禧、文浩鋒、 

蔡浩恩、翁維諾、蔡曉恩 

其他恆常聚會 （新葡）陳齊禮、黃嫣文 

（轉會）陳鈺燕、李志蓮 

 

嬰幼孩奉獻禮 

新一屆的「嬰幼孩奉獻禮」將於十一月七日

在早堂崇拜中舉行，歡迎以下人士參加： 

1. 奉獻者主要為六歲或以下之嬰幼孩； 

2. 父母親最少其中一方為本堂會友，如另一

方為非信徒，須簽署表示同意，並鼓勵雙

方一同出席奉獻禮。 

本堂將為參加的父母提供一次「作基督徒父

母」之講習班。（日期稍後通知） 

請向辦公室索取報名表，並於十月二十四日

或之前交回。如有查詢，請與陳寶虹牧師   

聯絡。 

有關颱風和黑色暴雨警告 

本堂各聚會之安排 

1. 若於聚會前兩小時仍然懸掛或是將會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警告訊號，為着弟兄姊妹的安全緣

故，該聚會將會取消。 

2. 若於聚會前兩小時除下八號或以上颱風警告訊號，或改懸較低之警告訊號，該聚會將會如常   

舉行。 

3. 若於聚會前一小時懸掛黑色暴雨警告訊號，為着弟兄姊妹安全緣故，該聚會將會取消。 

4. 若於聚會前一小時除下黑色暴雨警告訊號，該聚會將會如常舉行。 

5. 若主日早上及下午均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警告訊號，該日原定之崇拜聚會取消，若颱風警告訊號

於當日下午五時前除下，則晚上七時半將加設一堂主日崇拜。 



 

 

 

藍田分堂分享               牧養路挑戰與承擔               盧君俠牧師 
 

藍田分堂靈糧坊在過去兩年起了很大的後勤作用。面對社會劇變、疫情長時間影響，教會在幼稚園舉

行實體聚會、活動確實有一定影響；衷心感謝主引領，讓藍田堂靈糧坊成為我們後勤基地，補足我們不足，

讓我們有這迦南美地增加我們使用地方的靈活性，更大使用網上平台資源運用，教會尚可保持既有運作模

式及網絡牧養事工平台，讓藍田堂牧養事工得以維持。感謝主引領及提醒，趁着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

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作工了（約九 4），這經文來得太真實，現在仍是白日，那差我來者的工

仍然要作，當黑暗權勢將至，主說，沒有人能作工了！因為最好日子、時機已過，求主憐憫。 

 

今天在教會、在社會面對前所未有大時代變遷，藍田堂現有十多個家庭已經移民及計劃即將移民，也

不能掌握未來幾年情況。如何與本地及海外弟兄姊妹繼續走信主之路，求主憐憫我們，盡我們能力與弟兄

姊妹共守望，心連心禱告，關心肢體在當地住屋、生活、工作能否融入，小孩入學情況等，這都是我們一

起守望與牧養，讓主的羊退到遠方時仍然能在主羊圈之內不至走迷，在青草地、溪水旁、有主話如活水江

河湧流不息在我們生命，藉靈糧靈裏得飽足生命，求主幫助、施予恩惠凡相信祂的人，在遠方弟兄姊妹仍

然透過網絡進入藍田堂祈禱會一起禱告，願主垂聽禱告。 

 

靈糧幼稚園繼續給予我們很大的福音禾田，用地方自由，衷心感謝母堂校監、校董們、校長、長老、

堂委們、教牧同工給予很大支持和鼓勵，因着「福音」，學校和教會蒙主眷顧，主愛與福音繼續在校園榮

耀主名，求主恩手常開校園福音之門，直至末了。像保羅籲提摩太：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

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

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你卻要凡事謹慎、忍

受苦難、作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分。（提後四 2-5） 

 

藍田堂繼續盡上牧養、教導、關懷、傳福音職分，求主選召更多時代工人、信徒領袖起來服侍主；愚

僕實在有限，求主憐憫。最近堂委員們、事奉弟兄姊妹與教牧同工舉行一次退修日營，退到曠野聆聽主聲

音，安靜，再次凝聚、建立，願主繼續引領教會前路。請母堂弟兄姊妹常記念藍田分堂需要，感謝你們禱

告和支持，衷心感謝大家。 

 

 

 

 

 

 

 
藍田堂退修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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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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下面奉獻封式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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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封樣式 

 

mailto:giving@hkllc.org


 

 

  

日期 每日讀經、靈修默想 

17/10 
(日) 

每日讀經：  新約：啟示錄三章 14-18 節 

靈修默想： 
啟三 18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
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這是向七教會的信件中最後的一封信。作者
在這裏向會眾說：要買火煉的金子、買白衣，以及買眼藥。如果針對不冷不熱的信
徒，就是要好好鍛鍊、求公義，以及要開眼睛；今天對於大部份不冷不熱的信徒而
言，我們又經得起被鍛鍊的日子嗎？ 

18/10 
(一) 

每日讀經：  新約：啟示錄三章 19-22 節 

靈修默想： 

啟三 20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去，我與他，
他與我一同坐席。」這節經文很多時都用在佈道會上，就是指聖靈向未信者叩門，
讓聖靈進到人心，接受主。但事實上，當我們從經文的上下文來看，這經文是向當
時教會的信徒發出的呼籲；若那些願意受責備管教，而且又願意悔改者，就是指願
意打開心門，讓主進入生命中的信徒，他們就會與神一同坐席；這是啟示錄中的重
要信息：「與神同作王」。 

19/10 
(二) 

每日讀經：  新約：啟示錄四章 1-6 節 

靈修默想： 
啟四 2-3 

「我立刻被聖靈感動，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看那坐着
的，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着寶座，好像綠寶石。」第四章，也有學者稱之
為「寶座篇」；當中描繪了七件不同的事物與寶座有關：「一位坐在」、「有虹圍
着」、「二十四位長老」、「閃電，聲音，雷轟」、「七盞火燈」、「玻璃海」及
「四個活物」。正如我們昨天的經文所言：這個寶座在啟示錄中是一個重要的主題。 
這些事物，也是值得我們去細味一下，為何是這七樣呢？ 

20/10 

(三) 

每日讀經：  新約：啟示錄四章 7-11 節 

靈修默想： 
啟四 11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且
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這句讚美的說話，可以說是一個認信，因為二
十四位長老，稱那位坐在寶座上的，為我們的主，我們的神，就是認祂為救主，以
及生命的主。而且稱祂為創造主，就是表示敬拜者為被創者。因此，這不單是一個
讚美，而且是一個認信。我們今天對這句話也認同了？並且常說出此頌讚嗎？ 

21/10 
(四) 

每日讀經：  新約：啟示錄五章 1-4 節 

靈修默想： 
啟五 2-3 

「我又看見一位大力的天使大聲宣傳說：「有誰配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呢？」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沒有能展開、能觀看那書卷的。」這段經文，在大力的天
使在問誰可以展開書卷之前，經文中形容的書卷是跟平常書卷很不一樣的：「書的
裏外都寫着字」以及「用七印封嚴了」；當時的書卷是皮的，所以都不會裏外都寫
着字。而且是嚴加封了，所以這書是有特殊性的。而當作者聽見沒有人能展開這書，
他就很難過。我們對於神的認識很多時候都是在表面見，在啟示錄中就給我們有新
的看法及眼光。 

22/10 
(五) 

每日讀經：  新約：啟示錄五章 5-7 節 

靈修默想： 
啟五 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
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羔羊」在啟示錄出現了二十九次，而在
啟示錄所用羔羊的希臘文，跟在新約中用的詞是不一樣的。這裏形容的羔羊是被殺
過的，今天，我們一看就知道是：耶穌基督，當時的人還不知道呢。今天，我們對
被殺的羔羊，真的是有感恩的心？並認識祂的大能，知道祂有展開書卷的權柄和  
能力？ 

23/10 
(六) 

每日讀經：  新約：啟示錄五章 8-10 節 

靈修默想： 
啟五 9-10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爲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
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神，
在地上執掌王權。」這裏提到「血」及「買了人來」，指的就是耶穌基督用祂的寶
血所買贖了全世界的人。只要是願意的，都歸於神，且成為祂的國民，作祭司，並
能執掌王權。這與希伯來書裏的信息，是一致的，就是那位大祭成為祭物，讓相信
者，也成為祭司，在地上成為神的代言者，傳揚神的信息。 

每日靈修讀經表 
每月金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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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十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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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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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題 祈禱事項 

17/10 

(日) 

讚美人生 

 

神啊！感謝祢賜給教會兩大禮物，就是聖經和聖詩。使我們藉着祢向人啟

示的聖經，讓我們認識祢的心意；又使我們藉着人受感動寫成的詩歌，叫

我們學習讚美神。求主幫助我們，使我們的人生就像一首美妙詩歌，不論

在順境或逆境中，時常發出美妙的樂章，以致常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

謝恩，叫人看見我們不一樣的生命，榮耀祢的名。 

18/10 

(一) 

分堂代禱 為鑽石山分堂代禱：祈求神加添鑽石山堂的牧者及福音幹事的體力及心

力，有屬天的智慧及能力服事主。又求主讓鑽石山堂的堂委員會各成員，

同心協力、興旺福音，一同建立教會，讓教會的弟兄姊妹，不論在人數上、

在屬靈的生命上，都得以成長；又願弟兄姊妹同心合意，一同長成基督的

身量，擴展神的國度。 

19/10 

(二) 

小組/團契 為週日牧養小組代禱：先為每一位組員的屬靈生命代求，求主讓屬於這個

小組的弟兄姊妹，蒙神的恩領，在聖經的話語上得以紮根，以致在屬靈的

生命上有所長進；在生活上，緊靠主得力，得以勝過一切的困難。又讓組

員間，透過彼此的鼓勵，在屬靈上同心合意，一同長進，努力傳揚福音。 

20/10 

(三) 

香港代禱 在這生活壓力日增的土地上，求主讓人心得着盼望，又願主讓福音的大能

可以廣泛被傳揚，使香港眾多的人得以認識這位大能的主、創造人類的主，

叫人體會到每天的生活，不單活在主的旨意當中，並有主的恩眷，以致生

活有力，並能活在愉快的日子中。 

21/10 

(四) 

宣揚主名 為世界各地的華人宣教事工禱告：現今有不少的華人旅居於世界各地，求

主讓這些未認識主的華人同胞，可以在自由的空間，可以聽見福音，認識

主的名，並歸神的國度中。又願已信主者，可以在居住的各國地方中，找

到合適的教會，讓靈命得以培育成長，又可以帶領當地的華人信主。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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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 

(六) 

世界和平 為世界各地仍有不少地方，有戰亂的、有被各種不同因素而被壓逼的人們禱

告。他們或在困苦中，或在生活的磨難中；有身體受傷的、有心靈憂傷的，

求主以祢的憐憫，施行祢的大能，拯救並安慰這些憂傷者，讓他們從不同的

人中，可以得到憐愛及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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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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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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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0（日） 上午 8:15 實體+網上 更新傳統 陳定邦牧師 陸建民牧師 

早堂崇拜（粵語、普通話）    24/10（日） 上午 10:45 實體+網上 更新傳統 陳定邦牧師 陸建民牧師 

青少年崇拜（粵語）    24/10（日） 上午 11:15 實體+網上 現代活潑 陸建民牧師 曾穎愉傳道 

聖餐 6/11（六）、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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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0（日） 
上午 10:45 五樓 

兒童敬拜 
陳寶虹牧師 

陳寶虹牧師 

小學級兒童崇拜（初小） 兒童敬拜 陳寶虹牧師 

幼稚級兒童崇拜 上午 10:45 地下副堂 兒童敬拜 楊思旋執事 陳寶虹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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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0（日） 上午 10:45 108 室 學習聖經 陳寶虹牧師 

兒童級主日學（中高小） 24/10（日） 上午 10:45 課室／五樓 學習聖經 陳寶虹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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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三） 晚上 7:30 四樓小禮堂 
香港／全球疫情 

暨 169 屆浸禮 
陳定邦牧師 

賴浩民傳道 

週六晨禱會   23/10（六） 上午 7:30 304 室 猶宣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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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日） 下午 12:15 103 室 練詩 姚瑪莉執事 陳寶虹牧師 

兒童詩班（高級組）  17/10（日） 下午 12:15 五樓 練詩 陳寶虹牧師 陳寶虹牧師 

大堂詩班   17/10（日） 下午 12:15 二樓禮堂 練詩 李李洵華姊妹 黃敏琴姊妹 

清晨堂詩班    8/11（一） 晚上 7:30 地下副堂 練詩 姚瑪莉執事 姚瑪莉執事 

樂韻詩班   1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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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三） 下午 3:00 304 室 練詩 盧永雄弟兄 麥繼球弟兄 

頌恩詩班   20/11（六） 下午 2:00 二樓禮堂 練詩 葉成芝弟兄 葉蘇綺環姊妹 

牧青部樂隊   24/10（日） 下午 2:00 四樓小禮堂 樂隊練習 林李俊思姊妹 陳定邦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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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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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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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0（四） 晚上 7:30 504-505 室 查經 賴浩民傳道 

弟兄團契（成年）   22/10（五） 上午 10:00 304 室 查經 朱嘉豪傳道 

婦女團契（婦女）   22/10（五） 下午 3:00 304 室 感恩見證週 陸建民牧師 

週五牧養小組（成年）    22/10（五） 晚上 7:30 二樓禮堂 查經 麥錦娟傳道 

週五兒童小組（兒童）   22/10（五） 晚上 7:30 地下副堂 真理學習 陳寶虹牧師 

週六夫婦牧養小組（成年）   23/10（六） 上午 10:00 504-505 室 查經 麥錦娟傳道 

恩霖團契（成年）   23/10（六） 下午 1:00 圖書館 查經 鄭陳淑賢姊妹 

生命團契（成年）  23/10（六） 下午 3:00 501 室 查經 陳政豪弟兄 

週六初職牧養小組（青年）  23/10（六） 下午 3:00 304 室 查經 賴浩民傳道 

大專成長小組（青年）  23/10（六） 下午 3:30 四樓 參加浸禮 曾穎愉傳道 

殷望團契（成年）   23/10（六） 下午 5:00 ／ 家庭朋友週 陸建民牧師 

中學生成長小組   24/10（日） 上午 9:30 四樓 My story about…見證（一） 曾穎愉傳道 

主日牧養小組（成年）  17/10（日） 下午 2:00 501 室 查經 張劉禧玲姊妹 

豐盛團契（成年)   19/10（二） 下午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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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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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日) 清晨堂崇拜（＋網上直播） 79 (+52) 

10/10(日) 早堂崇拜（＋網上直播） 240 (+64) 

10/10(日) 青少年崇拜（＋網上直播） 47 (+11) 

10/10(日) 兒童崇拜 90 

本堂崇拜總出席（＋網上直播總出席） 456 (+127) 

 

分堂 崇拜日期 崇拜時間 證道講員 堂主任 

大埔靈糧堂 17/10 (日) 上午 10:30 毛燕芬傳道 陸建民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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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田靈糧堂 17/10 (日) 上午 9:45 及 11:00  梁慧瓊傳道 盧君俠牧師 

電話：3563 7849  網址：http://ltllc.org 

荔枝角靈糧堂 17/10 (日) 上午 9:15、10:30 及 11:45 郭偉傑傳道 劉志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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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石山靈糧堂 17/10 (日) 上午 10:30 譚美盈傳道 阮法賢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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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涌靈糧堂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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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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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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皓靈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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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一百四十五 3-4 眾立 

禱告  眾立 

敬拜讚美  全體 

讀經 馬可福音四 35-41 眾坐 

證道 
《馬可的故事(十三)：來讓我     

跟祢走，不如誠實吧我信心不夠》 
眾坐 

默想 一分鐘默想 眾坐 

回應 《安靜》 全體 

奉獻  眾坐 

每月金句 靠主得生：約翰福音十四 6 眾坐 

歡迎／牧禱／報告 崔皓靈傳道 眾坐 

三一頌  全體 

祝禱 曾穎愉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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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宗恪幹事   
  證道：曾穎愉傳道 
  司琴：施雅銘姊妹   
  樂手：林李俊思姊妹 
  後台統籌：張宗恪幹事              

宣召 詩篇八十四 10-12 眾立 

禱告與頌讚  眾立 

讀經 創世記十七 15-22、十八 9-15 眾坐 

證道 《亞伯拉罕的喜笑》 眾坐 

詩歌回應／奉獻 《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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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浩民傳道 梁竣傑弟兄 張梓聰傳道 崔皓靈傳道 

司 

事 

（姊妹） 

鍾高凱琳 

謝錢向向 

 

（弟兄） 

鄭治偉 

李思偉 

 

（姊妹） 

陳狄雲  

鄭陳淑賢 

胡孔曼麗 

周陳艶芳 

（弟兄） 

麥繼球 

洪增富 

葉紹芳 

丁湧仁 

呂漢祥 

鍾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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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浩民傳道 胡張秀慧姊妹 賴浩民傳道 崔皓靈傳道 

歡迎及牧禱 陳定邦牧師 陳定邦牧師 陳定邦牧師 崔皓靈傳道 

讀經 賴浩民傳道 胡孔曼麗姊妹 陳寧弟兄 崔皓靈傳道 

證道 梁國權先生 陳定邦牧師 陳定邦牧師 陸建民牧師 

傳譯 ／ ／ 梁東瑩姊妹 ／ 

祝福 陳定邦牧師 陳定邦牧師 陳定邦牧師 陸建民牧師 

電琴 ／ ／ 李嘉典弟兄 ／ 

鋼琴 張宗恪幹事 楊思旋執事 田何思敏姊妹 何朗峯弟兄 

投影 梁恪銘弟兄 鍾佩芬姊妹 鄭志初弟兄 蘇栢嘉弟兄 當 

值 

執 

事 

陳添發執事 鄧經恩長老 鄧緯恩執事 

羅保明執事 
馬敬強執事 

音響 劉淑慧姊妹 周文勳弟兄 何達勤弟兄 鍾卓恆弟兄 

堂務報告 陳定邦牧師 譚美盈傳道 譚美盈傳道 崔皓靈傳道 

 

  
第十二頁 

直播及投影：陳嘉晉弟兄 
音響：鍾仁傑弟兄 
司事：葉美琪姊妹 

陳敏翹姊妹 
當值執事：謝鎮光執事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三及二十四日主日崇拜職事及司事人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