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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5月 21-22日

元宇宙宣教新使命
　　「我一直都很焦急，如果新數位技術
已經領先，但基督教沒參與其中，就會成
為被動者，甚至反被抵制信仰自由，或被
用作宣揚貪婪、色情、離經叛道，這樣就
更恐怖。」Dr. Colin說。

　　如今元宇宙的出現，打破了對宣教事
工的固有想像，從前大家要實體到訪世界
各地宣教，但當元宇宙成為將來的形態，
全世界只要按幾個鍵就能登入虛擬空間，
可在此展開數位宣教工作。Dr. Colin亦看
到，在元宇宙的世界，信徒以至自己都有
新的宣教使命。

　　「我的生命由此至終都是一個使命 :
宣教。我之所以受呼召讀神學，本身就是
為了宣教。今天新科技出現，我相信我是
全球少數提出數位宣教訓練的人。」「我
人生到了今天，仍未能放下宣教心志，我
跟上帝說，我還未做宣教士呢 !這次浪潮
下，我覺得有新的宣教使命。」

　　Dr. Colin一生並非一帆風順，他在成
長期間經歷母親動大手術，年少時父親不
在香港，需要自己「撐住頭家」，經濟獨
立亦支持家人，他因此沒念大學，19歲開
始擔任金融營銷人員，刻苦工作，二十多
歲就賺到「第一桶金」，32歲已管理百多
人，但他毅然退出當時的公司。他看到生
命有更重要的事，就是拯救靈魂，職場宣
教和使命營商更具影響力。
　　

　　「我有一個見證，我曾經在中國一場
演講擔任主禮嘉賓，主題是區塊鏈科技，
但會後有幾位科技人才走到台前哭着跟我
說，他們做區塊鏈和新科技工作的過程
中，不小心引入了傳銷資本，怎麼辦 ?我
跟他們說，做科技人要有信仰，不要走。
盡職審查項目後，我叫他們不要走，我要
想方法救他們，於是以手上所有以太幣救
了他們。這些於我是數字遊戲，以此救了
他們的生命和向他們傳福音，很值得。」

　　「眾所周知，一提到以太坊社群，只
要對新科技有認識的人，都對此心存尊重
和認同他們是有『科技信仰』的人，這亦
變成上帝送給我在這個領域的權柄和號召
力。」Dr. Colin笑言自己是做傳道，經常
受邀以元宇宙為題分享，但演講往往結合
了自身生命部分見證。他看到要拯救靈
魂，靠的是福音，而在元宇宙下，就要藉
數位宣教回應新世代的牧養需要。他的新
書以數位神學為主題，主持的新節目《元
宇宙深度行信仰創業》即將在創世電視播
出，期望透過新的神學思想，回應元宇宙
這個變革浪潮，分享全球各地科技社群和
文明思想的傳播。

　　「自從認識以太坊後，多方面反思了
今日我們人類社會發展的形態，不論數位
科技、企業組織、新經濟、或基督信仰
都——深入思考，甚至有機會參與亞洲多
間大學的相關新科目設計，亦有幸參與國
家人社部相關的科技教育內容策劃，這些
想法和經歷醞釀了超過七年以上，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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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整理出一套數位神學的觀念，為的整合
信仰，傳福音給科技社群。」

　　Dr. Colin 看到數字社群是普世宣教的
新對象。「如果全球 78億人口，影響到
5%人口，已經超越 4億人口。他們若認
識數位神學，打破認知邊界，成為世界轉
型和轉化人心的領袖，足以影響全球宣教
新視野，這樣就是積極地等待主再來的那
一日。」

　　「元宇宙基建已齊備，但這些只是表
面，如果元宇宙沒有被基督化，它是超人
類主義，比自我中心更自我中心。不過，
如果我們是基督徒，利用這個工具就能以
此彰顯基督的榮耀，讓下一代相信上帝，
這是信徒關鍵的使命。」

元宇宙與基督教的六組關鍵詞
　　在元宇宙浪潮下，Dr. Colin 提出新的
神學思想，以回應和牧養未來的新社群。
他認為，不可只停在網絡關顧事工，可以
元宇宙概念理解基督教，期望為大家帶來
新啟發。「我並非『夾硬』將元宇宙的詞
彙套用在信仰的，而是看到如果社會有這
個轉向，我們一定要精通數位科技及其精
髓，才能牧養這個福音禾場。」他提出元
宇宙與基督教的六組關鍵詞，希望和大家
一起透過元宇宙反思信仰。

　　「元宇宙世界運用數位數據，針對福
音對象更加準確，甚或打進伊斯蘭世界，
他們可以抗拒異教，卻拒抗不到元宇宙的
全球應用。」

　　一）去中心化的信仰：「信仰的去中
心化，是一種指向基督掌權、更貼近真理
的信仰狀態。大使命本身是去中心化的，
一路由耶路撒冷直到地極。而新一代信仰
社群則是分散式的形態，不限於宗派、背
景，看重的是核心信仰價值，由下而上領
受真理。」

　　二）中心化耶穌是中保：「基督是最
可信的，配得中保。我們有中心化，中心
化就是源於基督。進一步說，元宇宙強調

『共識』，而耶穌是全人類的共識。科技
社群人士一聽共識，便明白『信耶穌』是
基督徒的共識。」

　　三）區塊鏈仿似生命冊：「受科技的
發展整合，區塊鏈其中的功能正是不能刪
除、超級帳本、保護真實數據，這些原生
理念與《聖經》提出兩塊法版、真理一點
一畫不廢去的警告、我們得救就在生命冊
上寫明一樣，意義非常相似。從上帝的聖
約到市場恩約，從契約的工業中心到新信
任的分布式數據記錄，重點在於真確和信
用的記帳。」

　　四）因信稱義的算法：「信仰的算法
是『因信稱義』，這是整本《聖經》的核
心，我們並非靠行為得救，而是耶穌為我
們付出了代價，基督的贖價可以說是全人
類最公平的算法。屬上帝公義的算法，便
可以深一層次發展元宇宙最核心的信用運
算交換方法，真理確實可以打開人類下一
個文明階段，『In Maths We Trust』，屬上
帝公義算法的數學文明，將影響一切新經
濟運作。」

　　五）仰望非凡使命：「上帝的恩典是
期望有復元的能力，但人的問題令很多不
公義的事發生，造成虧損。元宇宙則提供
一個新機遇，令公平、公正、公道得以重
新分配，例如現實世界地產被炒高價，但
虛擬地方可以自創多一次，就能多一次機
會。元宇宙可以是更公平的載體，讓人脫
離中心化的管理者，透過數據得到公平的
回報。這些價值觀與天國價值觀有相似之
處，甚似禧年和安息年的恢復方式，知道
上帝是非凡創造主。」

　　六）將聖潔的社群與科技獻主用：「救
人類社會的方法不是科技，而是運用科技
載體的心思意念，因此要將自己無瑕無疵
獻給上帝，給祂使用，才能朝向真理發展
下去，給人類社會帶來真希望。同時，要
召喚科技人才，包括首席技術總監 (CTO)、
數位國度企業家、數位宣教士等，在元宇
宙這個福音禾場為上帝作工。」(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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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何慧芬牧師
家事分享： ..........................................................................................................何慧芬牧師
讚頌： ...................................................................................................領詩：蕭譚慧冰姊妹
牧禱奉獻： ......................................................................................................................主席
講道呼召： ..............................蒙恩．敬虔（猶 1-16）....................................蔡宇稜傳道
回應： ...................................................................................................領詩：蕭譚慧冰姊妹
祝福差遣： ..........................................................................................................何慧芬牧師
祈禱服事： ..............................................................................................................教牧同工

神坐著為王 ( 曲 / 詞：西伯，版權屬共享詩歌協會 )
(V) 神啊！我要一心稱謝祢。神啊！我要高舉祢聖名。我要因祢歡喜快樂，至高的主啊 !
祢榮耀使我心歌頌祢。(C) 驅黑暗留住美，藉著神重拾愛。齊心禱告以真誠，藉主誇勝。
要頌揚神是愛，要頌揚神是美。燃點真愛發光芒，宣告我主坐著為王。(B) 就算翻起千
般駭浪，主必會為我掌舵。每日隨時乘風破浪，樂道主的凱歌。要頌揚神是愛，要頌

揚神是美。燃點真愛發光芒，宣告我主坐著為王。(Coda) 宣告我主坐著為王。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 （曲／詞：曾祥怡，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V）每滴寶血為我而流，每個刑罰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環繞，失望羞愧時，祢
仍擁抱著我。（C）主耶穌，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十架上釘痕的手告訴我，祢永不放
棄我，主耶穌，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Coda）不論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難逼迫，
都不能叫我與祢愛隔絕。（B）何等長闊、何等高深，天離地多高，祢愛多浩大，無法
測透，永遠無盡頭，我要張開雙手來領受。

耶穌配受大崇拜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曲／詞：霍志鵬；編曲：潘盈慧 )
(V)沒有要世界擁戴喝彩，沒有向世界高聲喧嚷，寧願悄靜降下世間，祢謙卑一生走過，
嚐盡苦難， 拋尊降卑。(Pre-C)沒愛戀，世間尊貴榮耀，沒愛戀，世間明媚綺麗，情願
背負這十架走，祢甘心犧牲擺上，全為賜我，美善人生。(C1)耶穌，祢配受大崇拜，我
謙恭俯拜獻上讚頌，全心讚美尊崇，耶穌，祢有極大權柄，祢升天得勝永賜盼望，讚

美 (全心敬拜讚頌 )。(C2)耶穌，祢美善沒誰比，祢恩典豐富滿我一生，全心讚美尊崇，
全因祢愛我沒嫌棄，祢捨身拯救，替我犧牲獻上，(Coda)耶穌永配讚頌傳揚，耶穌祢配
最大讚美。

回應詩：全然為祢 ( 曲／詞：施弘美；版權屬生命河靈糧堂傳播中心 )
請參投影

週六晚堂及主日早堂門訓系列崇拜程序

主席：李承希傳道   司事：李允平及組員 司琴：敬拜隊 音響：ProMedia
投影：李沛怡  影像：廖偉文 直播：廖偉文

晚堂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五時三十分

主席：李永洪傳道 司事：盧燕儀及組員  司琴：敬拜隊 音響：ProMedia 
投影﹕梁翠環   影像﹕陳碧琪 插花：朱淦昭 
奉獻點核：王仕雄／黃陳碧儀

早堂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早上九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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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天讚美（世頌 11，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1) 諸天啊！皆當讚美主；眾天使同心敬拜。日和月歡欣同事奉，眾星宿快來擁戴。眾
口舌當來讚美主！全宇宙同心順服；主定律必永不廢去，引導我們行正路。(2) 讚美主
因祂大榮耀；祂應許從不落空。神喜悅聖徒皆得勝，罪與死驅除無蹤。讚美神因祂立

救恩！眾天軍宣揚主能；天與地一切創造物，稱頌主名到永遠。(3) 敬向主獻崇拜、讚
美，尊貴、榮耀都歸主。長和幼齊聲同頌讚，心悅服向主叩拜。眾聖徒在天同崇敬，

主台前我獻虔誠；像天使事奉在主前，在地上主旨得成。

信徒齊來頌讚（世頌 108，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1）信徒齊來頌讚，哈利路亞！阿們。讚美我主基督，哈利路亞！阿們。萬眾一心頌
揚，在主座前歡唱，主必喜悅欣賞，哈利路亞！阿們。（2）來齊心高聲唱，哈利路亞！
阿們。讚美聲達穹蒼，哈利路亞！阿們。祂是牧者良朋，降卑代贖捨生，慈愛豐盈永恆，

哈利路亞！阿們。（3）讚美基督救主，哈利路亞！阿們。生命永遠長存，哈利路亞！
阿們。在天福樂岸邊，同崇敬主美善，歡唱億萬萬年，哈利路亞！阿們。

回應詩：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曲／詞：葛兆昕，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所有 )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我們俯伏敬拜祢。昔在今在以後永在，唯有祢是全能真神。坐

在寶座上尊貴羔羊，我們俯伏敬拜祢。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祢直到永遠。（萬

王之王，萬主之主，唯有祢配得敬拜和尊崇。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們高舉祢聖名

直到永遠。）

歡迎： ...........................................................................................吳安強牧師／楊芝華牧師

家事分享： ...................................................................................吳安強牧師／楊芝華牧師

宣召： ...........................................................................................吳安強牧師／楊芝華牧師

讚頌： .......................................................................................................領詩：劉廣強弟兄

牧禱奉獻： ......................................................................................................................主席

講道呼召： .....................竭力做一個虔誠的信徒（猶 1-16） ......................方盧子樂傳道

回應： ...................................................................................................領詩：方盧子樂傳道

祝福差遣： ..........................................讚美一神 ........................吳安強牧師／林誠信牧師

祈禱服事： ..............................................................................................................教牧同工

主席：唐力行傳道   司事：列秀芳及組員 鋼琴：楊曼寧 風琴：呂淑琪
音響：ProMedia 投影：余李美蘭     影像：廖偉文 
奉獻點核：王仕雄／黃陳碧儀

主席：王國風傳道 司事：鄭雪葶及組員 鋼琴：楊曼寧  風琴：呂淑琪
音響：ProMedia 投影：待定 影像：任雪銘 直播：施成偉

主日中堂及午堂門訓系列崇拜程序
中堂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午堂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時正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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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李玉華姊妹
讚頌： ..................................................................................................................吳欣蔚姊妹
禱告： ......................................................................................................................唐然傳道 
講道： ..................................................................................................................林明才傳道

回應： ..................................................................................................................吳欣蔚姊妹
奉獻： ..................................................................................................................李玉華姊妹
祝福： ..................................................................................................................林明才傳道

國語區禱告分享國語區禱告分享

1. 求主帶領國語區端午節感恩聚餐以及第七屆洗禮見證會。願我們的屬靈大家庭一同
經歷上帝，也共同分享喜悅。將一切的榮耀歸於神。

2.  為司琴事奉崗位的需要禱告。主是我們的供應和幫助，求主為我們國語區大家庭預
備一位司琴。願眾弟兄姐妹們一起事奉，同心榮耀主名。

主日普通話崇拜程序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時

主席：李玉華 司事：陳碧琳及組員  司琴：陳志介 影音：周紫樺  
投影：賴雯華  奉獻點核：王仕雄／黃陳碧儀

我要全心讚美（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所有）
全心感謝，全心讚美，進入你的院，全心頌讚，獻上為祭，是嘴唇的果子。在你裡面，

一無罣慮，喜樂滿溢，常常感謝，不住禱告，盼望在於你。我要全心讚美，跳舞頌揚

你名，在你殿中一日勝過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讚美，讚美還要讚美不停，義人棚裡

歡呼聲永不息。

能不能（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所有）
我屬於你，你是我永遠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獻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榮美，世界

一切變暗淡，除你以外，我還能有誰。能不能，就讓我留在你的同在裡，能不能，賜

我力量讓我更多愛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獻上敬拜，全心全意來愛你。

奔跑不放棄（版權屬泥土音樂事工所有）
每個狂風暴雨裡，你同在在那裡，每個難處低谷裡，你恩典在那裡，每個傷心失望裡，

你愛我愛到底，

在你愛的光中，我得著能力，我愛你，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榮耀高舉你的名，我跟

隨不懷疑，我愛你，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在這愛的路程裡，我奔跑不放棄，四面受

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致失望，至暫至輕的苦楚要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永恆的答問（版權屬 救世傳播協會天韻有聲出版社 所有）
在世上有多少歡笑，能使你快樂永久？試問誰能支配將來，永遠不必擔憂？名和利哪

天才足夠，能使你滿足永久？試問就算擁有一切，誰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間變換，

無窮變換，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轉眼消失離開；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穌基督裡面，

在跟隨祂的人心間。耶穌基督祂是永恆的主宰。

《馬可福音》講道系列第三十二講：

耶穌教導錢財與天國的關係 (可 10: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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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員 講題 經文

1 唐然傳道 耶和華沙龍 士 6:11-24
8 林明才傳道 愛 林前 13:4-8

15 唐然傳道 耶和華沙瑪 結 48:30-35

22 林明才傳道
《馬可福音》講道系列第三十二講：   

耶穌教導錢財與天國的關係
可 10:17-31

29 林明才傳道
《馬可福音》講道系列第三十三講：    
耶穌教導門徒真正有意義的生命

可 10:32-45

二零二二年五月份普通話崇拜內容 

English Service Preaching Roster in  May 2022

Date Speaker THEME :   Church Together  (Acts 2:42-47)

7 Sandra Snelgrove Special Mother's Day Service
14 Rev. John Snelgrove A Spirit-Filled Church: Introduction
21 Ps. James Tang A Word-Rooted Church ( Acts 2: 42a, 43)
28 Ps. Johnny Wong A Hospitality-Driven Church ( Acts 2: 42c, 46b)

二零二二年五月份學青崇拜內容 (10:30am-11:40am)

日期
Re-understanding of the Gospel:
 Faith and Salvation in Romans

經文 講員

1 上帝兒女的見證：公共空間的生活 羅 13:1-14 孫靜敏傳道

8 上帝兒女的見證：教內肢體的相交 羅 14:1-23 李承希傳道

15 上帝兒女的見證：彼此接納的功課 羅 15:1-13 王恩瀚傳道

22 上帝僕人的心志：保羅與羅馬教會的宣教同工 羅 15:14-33 鄭玉兒傳道

29 上帝救恩與子民見證：羅馬書回顧 羅 1:1-15, 16:1-24 李承希傳道

Praise and Worship ............................................................................................. Florence Lau
Welcome and Offering ............................................................................  Rev. John Snelgrove
Sermon  .................  A Word-Rooted Church ( Acts 2: 42a, 43) ...................... Ps. James Tang
Closing Prayer ................................................................................................ Ps. Michelle Lo

**Within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we have small groups for young adults, older folks and 
everyone in between. If you're interested in getting connected to a CLAN (Community 
Life and Nurture) / small group, we would love to have you! For enquiry, please contact 
kfci@kongfok.org. To join our worship service on YouTube Live, please scan the QR code. 

21 May 2022 (Sat) Worship starts at 5:30pm
English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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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training.dept@kongfok.org

課程 時間 內容 形式

101 福音班 上午 10:30-11:30 生命的主 以 Zoom網上實時進行

102 水禮班 中午 12:00-1:00 崇拜與團契 一樓茶水間

103 會籍班 上午 9:15-10:15 播道會的信仰 一樓茶水間

2022 年 Q2 培訓課程　下周課程（28/5-29//5）

誠意推介真証傳播機構逢星期五播出的生命院線

主持：林誠信牧師、謝文雅姊妹
50年來感動人心的見證，將一一為您發放，讓同路人
同心出發，齊踏上恩典之路。查詢： 2409 1233 生命院線

GNCI 
Facebook



10 

 二零二二年五月份粵語周六及主日崇拜內容

日期 性質 講員 講題 經文

30/1 門訓系列
聖餐崇拜

林誠信牧師 行善不行惡 約翰三書

7/8 母親節福音
崇拜

余德淳博士 看，你的兒子活了！ 王上 17:22-24

14/15 門訓系列
崇拜

何慧芬牧師（晚、早） 以愛相待 • 憑信慷慨
腓利門書

林朗熙傳道（中、午） 重獲尊嚴的福音

21/22 門訓系列
崇拜

蔡宇稜傳道（晚、早） 蒙恩 • 敬虔
猶 1-16

方盧子樂傳道（中、午） 竭力做一個虔誠的信徒

28/29 聖經神學
崇拜

李文耀博士 在困苦中的堅持 來 10:19-25

播道會港福堂 誠聘

堂務主任
職責：主責教會日常物資、場地管理及場地預約；負責跟進各項維修、合約工程、

　　　採購及保養事宜； 
要求：大專程度，具五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良好中英文閱讀 /書寫能力；
　　　主動、有責任感、能獨立管理及督導屬下員工，重團隊合作，具事奉心志；

　　　需周六、周日值班及輪班工作。

文書幹事
職責：主責文書及資料檔案整理工作；

要求：大專或以上程度，需熟練中英打字及辦公室電腦軟件，具 power point製作及雲
　　　端硬碟運作經驗；良好服侍態度、主動、善溝通、有團隊精神及能獨立工作；

　　　需周六及周日上午值班。

以上工作每周五天半，每天八小時。福利包括：銀行假期、有薪年假、住院及門診團體醫保、
進修津貼等。有意者將履歷（包括工作經驗、薪津要求及得救見證）電郵 hr@kongfok.org至
本堂，合則約見。(申請人資料將予保密及只作招聘用途 )
網頁：www.kongfok.org  電話：2521 2500

粵語崇拜報告事項粵語崇拜報告事項

1. 2021 年度之奉獻收據大部份已按奉獻者提供之電子郵件地址寄出，會眾若有查詢可
到接待處或致電 2521 2500。請留下電話及電郵地址，以便跟進安排。

2. 5月 19日起，教會可容納座席人數為 85%，粵語崇拜（主禮堂）將不設號碼牌點算座
席人數，但仍需要掃描「安心出行」和符合「疫苗通行証」要求。

3. 李永洪傳道 (Kenneth)將於本月底離任，最後工作日為 5月 29日，感謝同工忠心事奉，
願神保守賜福帶領他未來的服事。

4. 今主日 (5月 22日 )早上，林誠信牧師出外證道，願主賜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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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代禱事項

世界（提前 2:1-2） 
北韓爆發新冠疫情，每天數以十萬人出現發燒症狀。由於缺乏檢測物資及疫苗，北韓抵

禦疫情的能力有限。求主施恩給該國民眾，讓他們經歷主的醫治，知道唯有耶穌能拯救

人脫離困境。

國家（羅 13:1-5） 
世衛向中國研發的康希諾疫苗發出使用緊急認證，成為國藥和科興疫苗後第三款獲批的

中國疫苗。首種國產抗新冠病毒藥物 VV116對非重症 Omicron感染者的研究於本週刊
出，顯示有明顯效用。求神使用國家科學家及各機構的研究，早日研發更多有效抗擊病

毒的藥物及疫苗，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

社會（耶 29:7）
本港繼續放寬各項防疫措施，個案數字暫未出現急劇上升，惟多處食肆及地方先後爆出

感染群組，部分群組更超過 70人。求神記念疫情能早日止息，市民於日常生活中自律
謹守各項防疫措施，以免出現擴散。祈求政府有智慧逐步調整各項防疫措施，尋求恢復

本港與各地的邊境往來，民生經濟得以復原。

教會（弗 6:18） 
1. 感恩教會可重啟實體崇拜（於 5月 19日起可提升至座位 85%開放），讓兄姊可回
到神的家一同敬拜事奉。但大家仍須同心抗疫，注意個人衞生及做好防疫保護，阻

止病毒擴散。

2. 記念各牧區關顧及支援有需要協助的染疫家庭，求主醫治。
3. 記念社關部與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及一些服侍基層家庭的教會合作，已展開物資派發
及祝福貧窮社區的行動。

4. 6月 18至 19日舉行父親節福音主日崇拜，記念講員吳宗文牧師之信息及兄姊邀請
未信主親友出席的心志。

肢體（雅 5:13-16） 
1. 為患病肢體祈禱：吳浣菁、林楊金蓮、蔡秀娟、黎香、Grace Tsui、何劉愛蓮、潘
燦國、盧慧英、Catherine Kuo、呂浠瑜、繆詠湘、陳少珊、陳範瑞華、姚志榮、盧
先生、潘鈺鏵（嬰兒）、布北好、餘逢年及張漢傑。

2. 常青區喜樂團契信實組組員江美娟姊妹於 4 月 16 日（六）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
人。

3. 夫婦區信實團契羅卓成弟兄 (Elson) 的父親羅日光弟兄於 4 月 24 日 ( 日 ) 安息主懷，
享壽 88 歲，求主安慰家人。

4. 成年區李秉衡弟兄 (Clement) 的岳丈何輝先生之喪禮定於 5 月 27 日（五）在紅磡
寰宇殯儀館 413 室舉行。求主安慰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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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及下主日 (23-29/5) 聚會時間表

常青區約書亞團契 周三 10：30am
門徒訓練 1樓禮堂及 1樓

常青區喜樂團契 周五 10：45am

常青區喜樂團契祈禱會 周五 9：30am 祈禱 1樓 102-103號室

夫婦區信實團契 周六 2：30nn 休會

夫婦區 Agape 團契 周六 3：30pm 年輕父母的情緒管控 1樓 102-103號室

弟兄區週一團契 周一 7：30pm
查經：路 18:18-43

1樓禮堂及 2樓

弟兄區週三團契 周三 7：30pm 1樓 2, 3, 15號室

弟兄區 Venturers 周三 7：30pm Living Victoriously 1樓 8, 9號室

姊妹區週一團契 周一 7：30pm 小組：弗 5:3-21 成為光明的兒女 1樓禮堂及 1樓

姊妹區紫羚團契 周二 10：30am 小組查經：活出真智慧《雅各書》（三） 1樓禮堂及 1樓

姊妹區智慧的母親 周二 10：00am 查經、分享 1樓副堂及 2樓

姊妹區週三團契 周三 7：30pm 弗 5:3-21 成為光明的兒女 網上聚會 + 副堂

成年區團契 周五 7：30pm 查經：路十七 20-37 1樓禮堂及 1，2，3室及 2樓

職青區 RML 團契 週四 7：30pm
職場主題 6﹕接住有情緒的我 線上／實體聚會

職青區但以理團契 週六 3：00pm

學青區巴拿巴（大專）團契 周三 7：00pm

查經、分享

1樓 11號室

學青區提摩太（高中）團契 周六 2：00pm 2樓 210， 211及 215號室

學青區 Titus團契 (English) 周六 3：00pm 1樓 12及 13號室

兒童區 AWANA 周六 5：30pm 分班上課 2樓

國語區職青團契 周二 12：30pm 每日經歷神 2樓 204， 205號室

國語區生命恩泉 (姐妹 )團契 周五 10：30am 智慧的母親主題式﹕ 研經分享 1樓副堂及 2樓

國語區職場團契 周五 7：30pm 銳意門訓查經分享 1樓副堂及 8-15號室

國語區普通話夫婦團契 周六 10：30am 夫妻相處之道（第四週六聚會） 1樓副堂

國語區中學生團契 主日 12：00nn 專題 2樓小禮堂

英語區 Bridge團契 周三 8：00pm

查經、分享

網上聚會

英語區 SCP團契 周四 8：00pm 1樓聖樂室

英語區 Lighthouse團契 周五 8：00pm 網上聚會

兒童詩班 周六 3：30pm

休會港福詩班 周四 6：30pm

喜樂詩班 周五 1：45pm

敬拜隊 周六 3：00pm 詩歌練習 禮堂

祈禱部聖經主線大追蹤 主日 12：00nn 以賽亞 23章 1樓 11號室

兒童主日學

幼兒（PN至 K3） 兒童（小一至小六）

9:00am 10:30am 9:00am 12:00nn (普通話 )

分班上課 分班上課 2樓

嬰兒崇拜 (0-2歲 ) 配合教會抗疫措施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