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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 25-26日

　　「植根中環，傳揚主恩」是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自 1984年創立以來，一直持
守的口號，後來堂會 2003年於金鐘區建立自己的恆久堂址，推動弟兄姊妹「向業界作
見證、往商區傳福音」。林誠信牧師 2015年就職堂主任，承接堂會使命，因時制宜轉
化服侍方式，帶領信徒將福音傳揚給於該區生活的白領人士和他們的親友。

　　教關與港福堂一直同心服侍，盼望能透過凝聚基督徒社會資本，發揮合作及共享意

識，網絡資源服侍有需要的人，轉化社區。感恩林牧師是一位謙卑的僕人領袖，與教關

擁抱共同異象，擔任教關執委會成員，以神國為本建立社區教會，相信福音及服侍能在

社區帶來醫治與釋放。香港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但在上帝的國度裡，人透過主耶穌

基督的愛打破隔閡，成為彼此相愛，互相信任的群體。在人的眼中，「白領」、「商人」

好像與貧窮人拉不上關係，但因着上帝的恩典與愛，林牧師及港福堂積極實踐主的教導，

謙卑、忠心地服侍社區，效法基督捨身的愛，祝福基層，轉化他們的生命，甚至整個社

區。林牧師以建築專業的背景，建立清晰的架構，牧養堂會各個專業界別人士，充權他

們，了解社會及基層人士的需要，帶領他們運用專業知識及以創新的方式服侍，發揮更

大的效能轉化社區。因著這個共同異象，港福堂積極參與關懷貧窮事工，例如響應「全

城轉化起動日」，推動信徒以福音、禱告、基督徒之間的合作等元素，同心轉化城市。

　　港福堂是教關的長期合作伙伴，早於 2014年教關舉辦第一次 10.10.10抗貧運動，
便是由港福堂借出場地舉行，藉此亦鼓勵了不少堂會的弟兄姊妹參與，見證信徒同心與

主靈𥚃同行的感動，如何成為實際行動，使整個社區變得不一樣。隨着更多的合作，堂

會也與教關一樣實踐「天國觀的社區轉化」模式，現在已不單在中環、港島區服侍，更

把基督的愛延伸至全港 18區，與教關一同結網，祝福整個城市的基督徒群體，及基層
人士的生命！透過教關的連結，港福堂參與其他伙伴教會的社區服侍，例如於北區與基

石教會恩盛堂定期探訪基層街坊；於屯門區與播道會山福堂分享人力及其他資源，成為

堂會社區服侍的重要支援。疫情期間，堂會捐贈了快速測試劑及超市劵給教關，並成立

了緊急支援基金予教會申請，讓基層街坊在疫情的失業衝擊下仍得著支援。堂會又參與

教關成長嚮導計劃 -兒童發展基金（CDF）師友計劃，成為嚮導與基層兒童同行，轉化
生命；當中又有作大學社會科學系研究助理教授的肢體成為教關倡議教育及研究小組核

心成員，幫助其他教會更有效地掌握社區狀況，開展地區性的結網服侍。

轉化攻略：轉化型領袖—林誠信牧師

馬秀娟博士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總幹事 )
(將刊登於《號角月報》7月號 )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電話：2521 2500／電郵：efcckfc@kongfok.org
傳真：2525 1836／網址：www.kongfok.org 
堂址：香港金鐘夏慤道 16號遠東金融中心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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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位於港島商業區的教會，林牧師帶領教會發揮共享能力和創意，把資源及主愛

帶到基層的生命當中！雖然疫情嚴峻，但他們仍以正面的態度探索服侍機遇，發展全球

化的教會敬拜模式及團契小組活動，如於 2016年進一步擴闊服侍對象，開展了國語和
英語崇拜，讓國內同胞及來自世界不同地域的族裔，也能同得福音的好處。堂會提醒各

人疫情下保持身心靈全人健康，保持個人與神，與人與己之正常優異關係，讓身處的群

體，無論是家庭、教會、公司、社會都得著正能量與活力，去共建和諧美好的生活；同

時，亦要帶出教會各牧區與部門之教牧同工，須與信徒一起建立緊密團隊之同行同工的

關係，跨區跨部合作，同心建立信徒服侍主，關注服侍專業界別及社區中之弱勢社群，

並齊心領人歸主。故此，堂會正在同心尋求主的帶領，計劃發展新的社區服務點，讓團

隊有更多空間及資源創造社會價值，走進社區服侍一些更多基層街坊居住的地區。

　　感恩看見林牧師與教會領袖團隊以謙卑而積極的態度服侍，不單在自己堂會，更是

把這種天國文化散播至整個社區、整個城市！感恩教關能成港福堂的同行者，透過教關

的網絡平台成為主流通的管子，適切地配對資源到有需要的群體，培增服侍的果效。求

主繼續保守我們的伙伴合作，同心擴展神國，以「天國觀的社區轉化」模式展現天國在

地上！

2022年 5月 22日林誠信牧師於教關伙
伴教會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茵怡堂證
道，分享在第五波疫情期間，港福堂
支援社區需要的例子，及教關「全城
愛心關懷行動」如何轉化社區。

2014年教關於港福堂舉辦第一次 10.10.10抗貧運動

2019年 9月教關伙伴機構 Asian Charity Service晚宴
（由左至右）教關總幹事馬秀娟博士、教關策略性合作
伙伴企業康業服務有限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鄺正煒太平
紳士、教關榮譽董事蔡元雲醫生、教關執委會成員林誠
信牧師合照、Mr. Simon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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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何慧芬牧師／孫靜敏牧師
家事分享： ...................................................................................何慧芬牧師／孫靜敏牧師
讚頌： ...................................................................................................領詩：蕭譚慧冰姊妹
牧禱奉獻： ......................................................................................................................主席
講道呼召（晚）： ..............師傅與為父（林前 4:15-20）  ..........................司徒永富博士
講道呼召（早）： ................成功的心法（但 6:25-28） .................................梁燕城博士
回應： ...................................................................................................領詩：蕭譚慧冰姊妹
祝福差遣： ...................................................................................何慧芬牧師／孫靜敏牧師
祈禱服事： ..............................................................................................................教牧同工

至高尊貴的祢（曲：謝韻婷／詞：朱浩廉／編曲：謝韻婷，版權屬角聲使團）
 (V1)我讚美祢，至聖的主。滿有聖潔公義。我仰望祢，謙卑跪拜。因祢極偉大和榮耀。
(V2)我敬拜祢，聖潔的主。願祢的榮光耀遍地。我渴慕祢，光輝榮美。願國度權柄，也
都歸祢。(C)峻嶺山川述說，主的大愛。大海呼叫澎湃，也為祢喝采。唯獨祢昔在永在，
君尊屬祢。萬國屈膝讚頌，至高尊貴的祢。

祢是神（曲／詞：霍志鵬，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所有）
(V1)祢是神，讓我心來崇拜。祢是王，願眾心皆尊崇。世上誰人能像祢，救恩完備豐富。
恩典遼闊，無限美善。(V2)獻頌揚，讓我心來崇敬。永活神在世間今掌權。世上無人能
及祢，配得榮耀尊貴。手握權柄，永配受尊崇。(C)頌讚主，步進恩典中敬拜。萬有要
宣告祢是王。唯一聖潔的主，盡我心，願我一生緊靠跟隨，唯獨祢，只有祢是神，來
高舉祢，永活全能神（永活全能主）。

以愛還愛（曲：何維健／詞：盧淑儀，版權屬撒種音樂事工）
 (V)賜下祢恩光，照亮我心房。不會再驚慌 為祢奔走飄遠方。 那懼怕奔波，靠在祢身旁。
竟為我擔當，讓我罪裡得釋放。 凡失喪的呼喊的，祢都親手撫摸。讓不朽的溫暖的真
愛，療治痛楚。 (C)主祢當得敬拜讚美。祢恩典覆蓋這地。頌唱和撒那歌聲全為祢起。 
榮耀頌讚歸與祢。讚美祢關心親切細膩。用愛還愛這奇妙道理。一生都銘記。

回應詩：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曲／詞：方文聰，玻璃海，版權屬玻璃海樂團所有）
 (V1)主，祢是我亮光，是我生命的保障。主，祢是尊貴，祢是可畏，是我的高台。(V2)
主，祢是我牧者，是我生命的安慰。主，祢是拯救，祢是寬恕，是我的盾牌。(PC)擡頭
吧，別再被勞役。降服吧，瞎眼都可看見。從壓制裡，獲釋放，祢國要彰顯。(C)我要
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我要一心一意，尋求祢面。我要不惜一切，順服祢訓示。盡
情地，獻上，作活祭。(Coda)盡情地，獻上，作活祭。

週六晚堂及主日早堂職場崇拜程序

主席：林朗熙傳道   司事：雷霆及組員 司琴：敬拜隊 音響：ProMedia
投影：李沛怡 影像：廖偉文 直播：馮梁翠芬

晚堂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三十分

主席：吳周婉貞傳道 司事：陳碧琪及組員  司琴：敬拜隊 音響：ProMedia 
投影﹕梁嘉儀   影像﹕梁翠環 插花：盧梁小蓮 
奉獻點核：區黃敏慧／謝陳慧敏

早堂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早上九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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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為保障（世頌 15，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1）上主是我堅固保障，莊嚴雄峻永堅強；祂領導我安穩前航，助我乘風破駭浪。惡
魔盤踞世上，仍謀興波作浪，猖狂狡猾異常，殘暴狠毒難防，陰險絕倫真無雙。（2）
我若單憑自己力量，自知斷難相對抗，幸有一人挺身先登，率領著我往前方。如問此
人為誰？乃是基督我王，統管宇宙萬方，自古萬民共仰，定能將群魔掃蕩！（3）群魔
雖然環繞我身，向我盡量施侵凌，我不懼怕，因神有旨，真理必使我得勝。幽暗之君
雖猛，不足令我心驚，他怒，我能容忍，日後勝負必分，主言必使他敗亡。（4）主言
權力偉大非常，遠勝世上眾君王，聖靈恩典為我所有，因主耶穌在我旁。親戚、財物
可捨，渺少浮生可喪，人或殘殺我身，主道依然興旺，上主國度永久長。

一生引導（世頌 387，版權屬 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 所有）
（1）我一生蒙救主引導，一切事我毋需求，豈能疑惑耶穌愛憐，一生危險主拯救；
天上平安聖靈安慰，都從信心可以得！因我深知凡事臨我，主能使我獲大益。（X2）
（2）我一生蒙救主引導，彎曲路為我指明，賜我力量忍受試煉，降下天糧養靈命；
雖然行路我時疲倦，我的心乾渴可憐，在我眼前有靈磐石，樂哉是我歡喜源。（X2）
（3）我一生蒙救主引導，想主憐愛何等深！主曾應許滿足平安，為我天家之福分；
等我變化得著榮體，升到天上光明所，我要永遠唱此美句：耶穌凡事帶領我。（X2）

紫羚詩班獻詩：恩友歌（世頌 377，版權屬 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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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嚐一切苦與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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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正逢友叛親離，
好向耶穌座前求！到祂懷中祂必保護，有祂安慰便無憂。

回應詩：從你見耶穌 （世頌 491，版權屬 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 所有）
請參投影

歡迎： .....................................................................................林誠信牧師／楊芝華牧師
家事分享： ..............................................................................林誠信牧師／楊芝華牧師
宣召： .....................................................................................林誠信牧師／楊芝華牧師
讚頌： ................................................................................................領詩：伍炳賢弟兄
牧禱奉獻： ...............................................................................................................主席
獻詩： ................................................恩友歌 ..................................................紫羚詩班
講道呼召： ..........................成功的心法（但 6:25-28） ...............................梁燕城博士
回應： ................................................................................................領詩：伍炳賢弟兄
祝福差遣： ........................................讚美一神.......................林誠信牧師／楊芝華牧師
祈禱服事： ........................................................................................................教牧同工

主席：鄭玉兒傳道    司事：黃文生及組員 鋼琴：池鳳珊 風琴：雷伍淑姬
音響：ProMedia 投影：陳維芝     影像：李秀薇 
奉獻點核：區黃敏慧／謝陳慧敏

主席：王國風傳道 司事：李玉貞及組員 鋼琴：池鳳珊  風琴：雷伍淑姬
音響：ProMedia 投影：任雪銘 影像：鄔世傑 直播：梁飛林

主日中堂及午堂職場崇拜程序
中堂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午堂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時正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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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  陳曼萍姊妹
讚頌： ......................................................................................................................王艷姊妹
禱告： ......................................................................................................................唐然傳道 
信息： ..................................................................................................................林明才傳道

回應： ......................................................................................................................王艷姊妹
奉獻與歡迎： ......................................................................................................陳曼萍姊妹
祝福： ..................................................................................................................林明才傳道

國語區禱告分享國語區禱告分享

1. 為國語區新一期的啟發課程同心禱告。求主透過此課程祝福更多的朋友及家庭，願
人人都有清晰的人生目標，活出豐盛的生命。

2.  求主賜福並帶領我們的下一代。願孩子們都能得蒙主的陶造，在主愛中成長並找到
屬靈的同伴，一生蒙福。

主日普通話崇拜程序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時

主席：陳曼萍 司事：萬牧及組員  司琴：陳志介 影音：吳欣蔚  
投影：李詠秋  奉獻點核：區黃敏慧／謝陳慧敏

有一位神（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有一位神，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有一位神，有權柄審

判一切罪惡，也有慈悲體貼人的軟弱。有一位神，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也有溫柔雙

手安慰受傷靈魂。有一位神，高坐在榮耀的寶座，卻死在十架挽救人墮落。副歌：有

一位神，我們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華。有權威榮光，有恩典慈愛，是昔在今在

永在的神。

何等恩典（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以真誠的心，降服在你面前，開我心眼使我看見。以感恩的心，領受生命活水，從你

而來的溫柔謙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寶血為我流？何等恩典，

你以尊貴榮耀為我冠冕 ;我的嘴必充滿讚美。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鎖，你已挪去我所有重
擔，你已挪去我所有傷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頌讚。

平安（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耶和華向我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要叫我們將來有指望，有豐盛有平安。

我們呼求祢，我們禱告祢，祢就應允我們，我們尋求祢，專心尋求祢，就必尋見祢。

平安，平安，平安，這是神所賜的意念。平安，平安，平安，這是神所賜的意念。

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 (可 11：1-11)
《馬可福音》講道系列第三十五講：

國語區：2022 中學生 &大學生 團契暑期營
日　期：7月 1-2日（兩天一夜）
地　點： 香港小童群益會白普理營
負責人：唐然傳道、朱晴導師

查　詢： 68474242（What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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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員 講題 經文

3 唐然傳道 建立敬虔的下一代 提前 4:12-16

10 林明才傳道
《馬可福音》講道系列第三十六講：

耶穌把人趕出聖殿？
可 11:12-26

17 唐然傳道 耶和華羅以 詩 23:1-6

24 林明才傳道
《馬可福音》講道系列第三十七講：

耶穌教導有關權柄 可 11:27-33

31 溫偉耀博士 重新得力、展翅上騰：神怎樣想？ 神怎樣看？ 賽 40:27-31

二零二二年七月份普通話崇拜內容 

English Service Preaching Roster in  July 2022

Date Speaker THEME :    Faith in the Workplace; 
Is Life Worth Living? (Ecclesiastes)

2 Rev. John Snelgrove Faith and Work Pt. 1
9 Anthony Yau Faith and Work Pt. 2

16 Ps. Michelle Lo Introduction: Is Life Worth Living? （Eccle. 1:1-3）
23 Ps. Johnny Wong Living in Circles （Eccle. 1: 4-16）
30 Rev. John Snelgrove Disgusted with Life? （Eccle. 2）

二零二二年七月份學青崇拜內容 (10:30am-11:40am)

日期 教牧蒙召見證及分享 講員

3

見證及分享

李承希傳道

10 鄭玉兒傳道

17 唐力行傳道

24 待定

31 方盧子樂傳道

Praise and Worship  ...........................................................................................Helaina Chow

Welcome and Offering .............................................................................Rev. John Snelgrove

Sermon  ........................................Why Church? ............................................. Bonnie Kwong

Closing Prayer .........................................................................................Rev. John Snelg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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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June 2022 (Sat) Worship starts at 5:30pm
English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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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課程報名 與播神合辦課程報名

以上課程請於網上報名，詳情可參考教會網頁或掃描以下二維碼。查詢：接待處 2521 2500

SHARP SERVANT課程
課程 導師 堂數 日期 時間

101 福音班

王國風傳道
王黃月卿姊妹
關志華弟兄
關劉小容姊妹

8+1 17/7 - 11/9（日） 中午 12:00-1:00

102 水禮班 黃勁梅傳道
鄭玉兒傳道

8+1 17/7 - 11/9（日） 中午 12:00-1:00

103 會籍班
李文正弟兄
韋少敏姊妹
楊芝華牧師

7+1 14/8 - 25/9（日） 上午 9:15-10:15

耶利米書 吳安強牧師 9 17/7 - 18/9（日） 中午 12:00-1:00
常青主日學：從啟示錄看顛覆

現實的基督信仰 *
<只供常青區兄姊及友好參加>

吳周婉貞傳道 5 31/7 – 28/8（日） 上午 10:30-11:30

與播道神學院合辦課程

「培」孩子敬拜神 蔡好香博士 5 15/9 - 20/10（四） 晚上 7:30 - 9:45
全民讀經

「聖經主線大追蹤」
讀經小組 * 祈禱部 恆常 逢主日 中午 12:00-1:00

「讀書樂」屬靈書籍伴讀 * 祈禱部 3 13/8-27/8（六） 下午 1:00-3:00

2022 年 Q3培訓課程
今期開辦課程（開課前一星期截止或額滿即止）

＊視乎疫情以實體上課或以 Youtube 錄播 / Zoom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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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會港福堂 誠聘
堂務主任 /幹事 *
職責﹕負責教會日常物資及場地管理 , 場地預約
 負責跟進各項維修、合約工程 (包括提交報告及跟進進度 )
 負責採購最新維修 /保養事宜
 需星期六、日及輪班工作
入職要求﹕具五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具設施保養及維修經驗
 有責任感及能獨立管理及督導屬下員工
 善與人溝通、主動盡責、能獨立處理事務、重團隊合作，具事奉心志。
 具教會工作經驗者優先
* 求職者若沒有督導或相關工作經驗，仍可考慮以堂務幹事入職。

文書幹事
職責：主責文字校對、文書及檔案整理工作；
要求： 大專或以上程度，需熟練中英打字及辦公室電腦軟件，良好中英語文能力及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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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周六及周日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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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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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七月份粵語周六及主日崇拜內容

日期 性質 講員 講題 經文

2/3 聖餐崇拜 溫偉耀博士
主耶穌設立聖餐的祝福—

最大的安慰
約 14:1, 6-9, 18-20

9/10 門訓系列
崇拜

林誠信牧師 日忙夜忙有何益處 ? 傳 1:1-11

16/17 福音崇拜 林以諾博士 待定 待定

23/24 門訓系列
崇拜

孫靜敏牧師 (晚、早 ) 虛空、捕風 (晚、早 )
傳 1:12-2:26

吳安強牧師 (中、午 ) 活在當下 (中、午 )

30/31 門訓系列
崇拜

李文耀博士 時間的體驗與珍惜 傳 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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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粵語崇拜（主禮堂）者將不須要
取號碼牌，但需要掃描「安心出行」和符合「疫苗通行証」要求。

3. 本年度第一次水禮暨入會禮於 6月 26日（日）下午 2時 15分在主禮堂舉行，敬
請預留時間出席。

4. 最新一期《福徑》經已出版，歡迎兄姊往教會接待處索取或前往教會網頁瀏覽。
5. 本堂辦公室於 7月 1日 (五 )公假休息一天。

2022 年第一次水禮暨入會禮名單（6月 26日（日） 下午 2時 15分）

常青區喜樂團契 （浸）司徒鳳香（Billie）（夫婦區信實團契）、林佩淦（Rebecca）
弟兄區週一團契 （滴）黎昕（Paul）、（轉）陳維雄（Frederick）、（入）黃金福（Simon）
弟兄區週三團契 （轉）陳國津（Philip）
姊妹區週一團契 （入）林嫦珠（Debbie）、（浸）廖美莊（Ann）
姊妹區週三團契 （轉）唐慧儀（Irene）、（入）李麗儀（Canis）

姊妹區紫羚團契

（轉）陳惠霞（Cherry）、（入）王珍（Jennie）
（滴）馮咏梅（May）、卞梅英（Barbara）、廖慧英（Iris）
（浸）歐桂蘭（Melba）

成年區 （浸）余寶君（Brenda）、韓偉紅（Wendy）、（滴）林碧莎（Sa Sa）
夫婦區信實團契 （浸）馬偉澄（Fred）
職青區 Daniel團契 （轉）盧雪芬（Sharon）

未入牧區

弟兄：（浸）呂海山（Cliff）、張國清（Samuel）、黃俊豪（Addison）、
            （滴）陸耀光（Andy）、梁旨誠（William）
姊妹﹕ （浸）賴月良、林鳳嬌（Mable）、曹綺梅（Grace）、甄婉雯（Elinor）
              （滴）楊秀麗（Winnie）、侯婉芬（Vienna）、郭靜蓮（A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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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代禱事項

世界（提前 2:1-2） 
孟加拉暴雨成災，孟加拉及鄰近的印度地區洪水犯濫，做成過百人死亡，無數人痛失

家園。求主止住暴雨，叫兩國政府儘快安置災民，又叫世界各地伸出援手，幫助災民

走出困境。

國家（羅 13:1-5） 
中國將主辦第十四次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主題為開創全球發展新時代，與巴西、印

度、俄羅斯和南非領導人通過視訊討論共同關心的議題。國家主席習近平於早前的講

話中呼籲金磚國家加強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祈求神保守

國家得以在國際社會發揮影響力，有效聯合各國，同心應對疫情和各種國際危機。

社會（耶 29:7）
1. 本港確診宗數多日維持千宗以上，且有上升趨勢，部份學校需要局部停課。求神
施恩手遏制疫情擴散，保守政府及醫療體系有足夠準備，應對可能來臨的第六波

疫情。祈求社會經濟及民生不致因疫情受太大影響，市民仍得以維持生計。

2. 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公佈新一屆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及行政會議成員名單，當
中包括留任及新加入政府管治團隊的成員。祈求新一屆政府官員有力應對疫情及

經濟民生的挑戰，求神保守特區政府與國家有更緊密的溝通聯繫，幫助香港有效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教會（弗 6:18） 
1. 感恩教會於 5 月 19 日起可提升實體崇拜座位人數至 85% ，讓兄姊能回到神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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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至 3日舉行聖餐主日崇拜，記念講員溫偉耀博士之信息及兄姊有美好的領
受並一起實踐主道。

5. 7月 16至 17日舉行福音主日崇拜，記念講員林以諾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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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范瑞華、姚志榮、
盧先生、潘鈺鏵（嬰兒）、布北好及余逢年。

2. 姊妹區週一團契霍嘉玫姊妹 (Remi)的母親霍文笑鳳姊妹於 6月 5日 (日 )安息主
懷。安息禮訂於 7月 8日 (五 )晚上 7:30假世界殯儀館 3 樓明樂堂舉行。求主安
慰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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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及下主日 (27/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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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休團

常青區喜樂團契祈禱會 周五 9：30am

夫婦區信實團契 周六 2：30nn 使命教會的重建（尼 2:11-3:32） 1樓禮堂及 1樓

夫婦區 Agape 團契 周六 3：30pm 聖經的教養智慧 （4） 1樓 102-103號室

弟兄區週一團契 周一 7：30pm 查經：路 19:28-44 1樓禮堂及 2樓

弟兄區週三團契 周三 7：30pm 小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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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20 剛強地對抗魔鬼 1樓禮堂及 1樓

姊妹區紫羚團契 周二 10：30am  金句運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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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pm (6/7)序幕—亞哈與以利亞（王上 16:29-17:24） 網上聚會 + 副堂

成年區團契 周五 7：30pm 讀經營：＂苦難中的盼望＂ （須事先報名參加）

職青區 RML 團契 週四 7：30pm
讀經營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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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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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