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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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巧儀牧兒部福音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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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兒部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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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2 期（2022年 1月 22日出版） ※一月二十三日網上主日崇拜程序※ 

2022年教會主題：定睛基督，踐行主道 

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香港靈糧堂   Hong Kong Ling Liang Church   地址：香港銅鑼灣禮頓道禮頓里 6 號 

電話：2577 4216  傳真：2576 5511  電郵：church@hkllc.org  網址：http://www.lingliangchurch.org 

 清晨堂 早堂崇拜  

進堂 
靈糧詩歌︰第 20首 
《榮耀歸與真神》 

眾立 

宣告 靈糧詩歌︰第 435首《主在聖殿中》 詩班 

宣召 詩篇三十三 1-2 眾立 

禱告  眾立 

啟應 彼得前書五 1-6 眾坐 

每月金句 定睛基督︰希伯來書十三 8 眾坐 

敬拜讚美  全體 

歡迎／牧禱 陸建民牧師 眾坐 

獻詩 放心倚靠上帝 眾坐 

讀經 使徒行傳六 1-7 眾坐 

證道 《新約七傑》 眾坐 

默想 一分鐘默想 眾坐 

回應 《生活如光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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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美盈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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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黃冠麗姊妹 

敬拜讚美 姚瑪莉執事 

獻詩 清晨堂詩班 

讀經 胡孔曼麗姊妹 

證道 李思敬博士 

鋼琴 李君智弟兄 

投影 鍾佩芬姊妹 

音響 周文勳弟兄 

直播 張宗恪福音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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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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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羅佩芳按立執事、 
劉何雪芳按立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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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真實的關係                           賴浩民傳道
      

前言 

近日在網上收費

平台看了一齣電影，叫

做「失靈腦朋友」，覺

得頗有趣，也讓我反思

在這個網絡時代，看似

能把世界各地的人連

接在一起，但真實的關係又是為何呢？ 

故事的主角是個名叫巴尼的十二歲男孩，學

校裏每個同學都擁有一個高智能的機械人－「腦

友」，生產商標榜它能成為主人的好朋友，因為

它會跟在主人的身邊，隨時隨地上網，自動拍攝

主人的生活片段並快速地分享在社交平台上，並

根據主人的喜好為主人尋找朋友，亦可透過機械

人進行遊戲等等。但巴尼因為家貧，所以未能擁

有一個自己的「腦友」，但每個同學都是用「腦

友」和其他人接觸和溝通的，可想而知，巴尼在

學校很難交到朋友。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巴尼得到一個有缺陷

的「腦友」阿朗，功能不全、不能上網、沒有程

式，巴尼只好透過不斷的對話，和「腦友」阿朗

分享自己的故事、興趣、喜好，一齊去做他喜歡

的事等等，來讓阿朗認識自己，學習何為「朋友」。

這段時間，阿朗一直陪在巴尼的身邊，觀察到巴

尼的喜、怒、哀、樂，甚至恐懼，雖然阿朗是一

個機械人，但卻能做出相應的回應，陪伴和照顧

他，最後他們竟然成為真正的朋友，也幫巴尼與

其他同學建立關係。 

 

不能回頭的網絡世界 

最初以為這套電影想反對網絡世界，但電影

的結局並沒有否定「腦友」的存在，那些同學仍

然每人有一個「腦友」在身邊，但它們的程式已

變得不同，和「壞了」的阿朗一樣，主人要用一

些傳統的交友方式和它們建立友誼。的而且確，

網絡世界已沒法走回頭路，我們的生活也受惠於

網絡科技的發達，正如現在因疫情的緣故，學校

要停課，教會要停實體聚會，但因為網絡，我們

仍然能夠用視像上課、小組，甚至崇拜，在限制

中仍能與身邊的人交流。但這套電影給我一個提

醒，網絡只能輔助人去建立關係，真實的關係仍

然是需要人切身去參與，甚至要冒險。 

 

網上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電影中有一個女孩子角色，她很喜歡把自己

的生活片段放到社交平台上，不停做直播，當越

多人給「讚」，追蹤的人數越多，她便越感到自

己被重視，但她放在社交平台上的面貌，其實是

由她自己設計出來的，把自己最美、最聰明的一

面展示給人看，她樂於在網絡上建立一個「自己」。

但若要與人建立真實的關係，不能單單把自己美

好的一面給人看，之所以說，要建立真實的關係

是一場冒險，因為你要讓真正的朋友能看見你軟

弱的一面，並相信他們會接納你，支持你。在網

上，我們會傾向隱藏這一面，但在現實的相處中，

我們對事情的反應，是真實見到的，好像電影中，

「腦友」阿朗是經過和主人班尼一起生活，一起

睡覺，才知道班尼是怕黑的，但這是班尼不會向

人承認的事，而阿朗則在黑暗中，用自己的身體

發光，讓班尼能安然入睡。 

 

建立關係沒有捷徑 

這套電影刻意營造出一個很大的對比，就是

巴尼的同學們所擁有的「腦友」都很醒目，當人

一按手在它們身上，「腦友」立刻就知道所有關

於這個人的資料，而且「腦友」的動作快而流暢，

能極速完成主人給予的指令。相反，巴尼的「腦

友」阿朗因為是「壞了」，所以他們有很多跌跌

撞撞的畫面，讓人覺得他們的相處很拙劣，巴尼

又要花很多時間，不斷地和阿朗傾偈，讓對方認

識自己，因為阿朗不是一講就明。但他們一同經

歷各樣開心、難過，甚至危險的事情，有擁抱的

時候，也有吵架的時候，但二人的關係卻日漸深

厚。這個對比讓我體會到建立關係是沒有捷徑，

一段關係是需要花時間，需要一起經歷。我們可

能在社交平台上有非常多「朋友」，但這些「朋

友」都有真實相處過嗎？如果要建立深刻的關 

係，實在的相處和願意付出時間是重要的。 

 

總結 

想到這裏，我感恩我們有一位渴望和我們建

立關係的神，這位神沒有選擇遙遠地和我們接 

觸，沒有抄捷徑去認識我們，祂甚至成為肉身，

進到人群當中，有血有肉地活在我們中間，相信

對祂來說，這也是一場冒險。弟兄姊妹，你願意

和人和神建立這種真實的關係嗎？ 

  



 

清晨堂及早堂啟應經文：彼得前書五 1-6 

主席： 我這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同享後來所要顯

現之榮耀的，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 

會眾：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羣羊，按着神旨意照管

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

爲貪財，乃是出於樂意； 

主席： 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羣羊的榜樣。 

會眾：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

冠冕。 

主席： 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就是你們衆人也都

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因爲神阻擋驕傲的人，

賜恩給謙卑的人。 

會眾： 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

候，他必叫你們升高。 

清晨堂及早堂證道題目：《新約七傑》 

讀經經文：使徒行傳六 1-7 

1  那時，門徒增多，有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

怨言，因爲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 

2  十二使徒叫衆門徒來，對他們說：「我們撇下神的道

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 

3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

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4  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 

5   大衆都喜悅這話，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

聖靈充滿的人，又揀選腓利、伯羅哥羅、尼迦挪、提

門、巴米拿，並進猶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 

6   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禱告了，就按手在他們頭上。 

7   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

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 

清晨堂及早堂敬拜讚美詩歌

《無言的讚頌》 

無言無語亦無聲音可聽，神的大能卻在世上知曉，日頭

冒升又回歸於出處，神的恩惠又似日光普照。諸天說述

主的榮耀，穹蒼傳頌神大能力，每日每夜發出詩句，讚

美全能上帝！ 

《輕輕聽》 

輕輕聽，我要輕輕聽，我要側耳聽我主聲音。輕輕聽，

祂在輕輕聽，我的牧人認得我聲音。祢是大牧者，生命 

的主宰，我一生只聽隨主聲音。祢是大牧者，生命的主

宰，我的牧人認得我聲音。 

《主啊，我要跟隨祢》 

祢的話在我心，使我腳步不偏離，領我走這人生的路。

祢的愛在我心，祢必與我同行，牽我的手走下去。主啊

我要跟隨祢，將我一生獻給祢，回應祢的呼召來愛祢，

堅持一生不偏離。主啊我要跟隨祢，將我一生獻給祢，

求祢用我做祢的器皿，將祢的愛分享出去。

清晨堂及早堂回應詩歌《生活如光歌》 

1. 求父使我生活如光，在此世上輝煌；小小火焰，照

耀明亮，無論我到何方。 

2. 求父使我生活如花，使人快樂增加；不嫌自己園亭

狹小，願意努力開花。 

3. 求父使我生活如歌，安慰愁苦的人；幫助別人能夠

剛強，歌者能夠歡欣。 

4. 求父使我生活如杖，弱者能夠依憑，凡我所有健康

力量，善能服事友鄰。 

5. 求父使我生活如詩，溫柔讚美的詩；也是一首信仰

的詩，永見父工神奇。阿們。 

清晨堂詩班獻詩《放心倚靠上帝》 

放心，倚靠！妙愛父神每天賜恩！毋懼周遭風雨加黑暗，

上帝親手照顧！遇着悶煩孤單，身邊缺乏靠山，又覺得

憂愁，無快樂、平安！無人明白我苦困，沒法解開心鎖，

唯上帝賜予答案，助我超脫！（放心，倚靠！妙愛父神

每天賜恩！毋懼周遭風雨加黑暗，上帝親手照顧！）x2

至偉至尊父神創世開天，設計、放置山峰與海邊，讓眾

生獲倚靠，恩眷確充足，每天施恩、光照、護庇！放心

（信服），倚靠（交託）！妙愛父神（天父神）每天賜

恩！毋懼周遭風雨加黑暗，上帝親手照顧！上帝親手照

顧！全心信靠祂（完全信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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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卻要與你立約...》 

讀經經文：創世記六 9-22 
9   挪亞的後代記在下面。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

個完全人。挪亞與神同行。 
10  挪亞生了三個兒子，就是閃、含、雅弗。 
11  世界在神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 
12  神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

壞了行爲。 
13  神就對挪亞說：「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

面前；因爲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

毀滅。 
14  

 你要用歌斐木造一隻方舟，分一間一間的造，裏外抹上

松香。 

15  方舟的造法乃是這樣：要長三百肘，寬五十肘，高三

十肘。 
16  方舟上邊要留透光處，高一肘。方舟的門要開在旁邊。

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層。 
17  看哪，我要使洪水氾濫在地上，毀滅天下；凡地上有

血肉、有氣息的活物，無一不死。 
18  我卻要與你立約；你同你的妻，與兒子兒婦，都要進入

方舟。 
19  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樣兩個，一公一母，你要帶進方舟，

好在你那裏保全生命。 
20  飛鳥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地上的昆蟲各從其類，

每樣兩個，要到你那裏，好保全生命。 
21  你要拿各樣食物積蓄起來，好作你和他們的食物。」 
22  挪亞就這樣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樣行了。 

週六崇拜敬拜讚美詩歌 

《祢是我的神》 

1. 頌讚永活永生主，頌讚祢在我最深處，惟祢是我的

神，惟祢是我幫助，今我願意謙卑來敬奉。 

2. 頌讚至大至高主，頌讚救贖我顯寬恕，惟祢是我的

神，惟祢是我依傍，今我願意屈膝來讚頌。萬有主

公義慈愛，永存永在，萬有主跨越穹蒼，永存世代，

緊靠神心意，處處神供應，滿有神的愛我讚頌祢。 

《耶和華坐着為王》 

耶和華坐着為王，洪水氾濫的時候；耶和華坐着為王，

直到永遠。耶和華坐着為王，狂風巨浪的時候，耶和華

坐着為王，直到永遠。 

副歌︰耶和華超乎萬民之上，祢的榮耀高過諸天。我讚

美祢，主耶和華，唯有祢，祢的名被尊崇。耶和

華超乎萬民之上，祢的榮耀高過諸天。我讚美祢，

主耶和華，祢的榮耀充滿在天地之上。 

橋︰耶和華必賜力量，耶和華必賜平安；我從深處求告

祢，祢聆聽。耶和華必賜力量，耶和華必賜平安；

因祢豐盛的救恩我仰望祢。 

 

《因你與我同行》 

1. 因你與我同行，我就不會孤寂，歡笑時你同喜，憂

傷時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會絕望，困乏

軟弱中有你賜恩我就得剛強。經風暴過黑夜，度阡

陌越洋海，有你手牽引我我就勇往向前；願我所行路

徑，願我所歷際遇，處處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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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 

1. 藏我在翅膀蔭下，遮蓋我在祢大能手中，當大海翻騰

波濤洶湧，我與祢展翅暴風上空，父祢仍作王在洪水

中，我要安靜，知祢是神。 

2. 我靈安息在基督裏，祢大能使我安然信靠，當大海翻

騰波濤洶湧，我與祢展翅暴風上空，父祢仍作王在洪

水中，我要安靜，知祢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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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喪
消息 

 1.  *安息主懷： 1. 會友米宋富生姊妹已於一月十五日安息，喪葬定於二月四日（五）下午二時四十五分

在歌連臣角火葬場舉行安息禮拜暨火化禮，請代禱記念姊妹分別在港及上海的家人心

懷，求神安慰。 

2. 陸建民牧師已於一月十七日晚在東區尤德醫院為鄭繆淑芳姊妹（會友鄭蕭智敏的家

姑）施行床邊洗禮，其後姊妹病情惡化，延至一月十九日凌晨安息，家人正安排喪葬

事宜，請代禱記念姊妹一家，求神安慰。 

3. 會友蕭雯英姊妹已於一月十九日安息，家人正在安排喪葬事宜，請代禱記念姊妹家人

心懷，求神安慰。 

特別 

消息 
1.  *歡迎講員： 1. 本堂弟兄姊妹多謝梁國權先生蒞臨週六崇拜證道，求主賜福他事奉得力，身體健康，家

庭蒙福。 

2. 本堂弟兄姊妹多謝李思敬博士蒞臨主日崇拜證道，求主賜福他事奉得力，身體健康，家

庭蒙福。 

2.     日記月曆： 弟兄姊妹若未領取二零二二年靈糧記事簿或靈糧月曆，請到地下辦公室索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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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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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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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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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號者為首次刊登的報告或消息） 

第 170屆浸禮班開始上課 

第 170 屆浸禮將於 2022 年 4 月 16 日（六）舉

行，浸禮班現已開始上課。凡重生得救、已完

成八課初信栽培班之信徒，須經本堂教牧推薦

才可參加。詳情請與陸建民牧師，或各教牧   

聯絡。 

一月十六日奉獻 金額（港幣） 

1. 十一 19,100.00                              

2. 常費 11,100.00 

3. 感恩 8,610.00 

4. 宣教  

4.1. 黎耀華夫婦宣教基金 12,000.00                                                    

4.2. 印尼宣教士 6,400.00                                                    

5. 事工 

5.1. 長者事工 

 

2,000.00 

5. 其他 

5.1. 紀念馮惠霖弟兄安息 

 

4,200.00 

總數 63,410.00 

 

教會新網頁測試 

教會現行新舊網址均可前往教會正式網頁。目

前教會以舊網址（hkllc.hk 和 hkllc.org.hk）進

行新網頁測試。 

www.lingliangchurch.com 網址暫時維持連接原

有網頁。 

敬請留意，謝謝！ 



 

 

  

香港靈糧堂招聘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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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註明應徵職位。資料只供招聘使用。） 

香港靈糧堂誠聘分堂同工 

 

1. 大埔靈糧堂–堂主任兼校牧 
道學碩士畢業，具牧會或校牧經驗，有開創精神，有心志發展學校堂會，請繕履歷電郵
manluk2001.mark@gmail.com 陸牧師。 

 
2. 大埔靈糧堂–傳道 

道學碩士畢業，積極主動，對青少年及成年人的牧養工作有使命感，請繕履歷電郵
manluk2001.mark@gmail.com 陸牧師。 

 

3. 大埔靈糧堂–幹事  

協助籌辦活動、處理教會日常會計及文書等工作，熟悉電腦軟件(Excel、Word 和 Powerpoint 等)。
請繕履歷電郵 church@hkllc.org。 

 

（上述職位主要職責及詳細資歷要求，請瀏覽香港靈糧堂網頁 www.lingliangchurch.org 或         
Facebook: HKLLC 香港靈糧堂。資料只供招聘使用。） 

疫情下本堂暫停實體聚會 

因疫情關係，本堂由 1 月 7 日起至 2 月 3 日暫停所有實體聚會，改以網上進行。安排如下： 

週六崇拜：週六晚上 6:00（網上直播） 

清晨堂崇拜：主日上午 8:15（網上直播） 

早堂崇拜：主日上午 10:45（網上重播清晨堂崇拜） 

青少年崇拜：主日上午 11:15 （網上播放） 

兒童主日學：暫停 （主日學教材將於每主日之前傳送各級學生家長） 

週三祈禱會：週三晚上 7:30（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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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週三祈禱會（Zoom），資料如下： 

https://zoom.us/j/9397148581 

會議 ID：939 714 8581 

網上祈禱會：週三晚上 7:30 

請大家同心為疫情切切祈禱，求主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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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分堂近況分享                                                 戴國強傳道 

踏入新的一年，祝各位弟兄姊妹主恩滿溢、身心靈健康，並在新一年有更美好的靈命，與神有更密切

的相交。 

 

透過活動接觸區內的街坊 

    回顧二零二一年尾在疫情稍稍緩和的時間裏，感謝父神的恩典，祂藉着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的贊助，

因而能夠與大埔區內其他堂會攜手作福音的工作。先後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與各堂會聯辦

了兩次活動，包括一個名為「咸魚遊戲」與「聖誕暖 Love Love 市集」。前者透過一場精彩的遊戲，以及

豐富的獎品鼓勵少年人積極參與，我們務求在一場「新奇、好玩、刺激」的遊戲裏，能把握機會將耶穌基

督的盼望帶給在場的五十多位少年人。而後者「聖誕暖 Love Love 市集」由籌委開會到市集的呈現，當中

只有短短個多星期。這次市集以文青設計為主線，場內設有不同的環節：兒童區、攤位遊戲區、手作班、

讚美操等等。 

 

在事奉裏、生活中經歷神的看顧 

    在籌備的過程中雖遇到很多難題，卻又經歷了神奇妙的供應，包括感動不同的弟兄姊妹響應幫忙、在

惆悵物資短缺下，但又奇妙得到充足的供應。就如聖經所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

益處。」（羅八 28）相信在事奉裏面，最滿足的就是能夠親自經歷到神的信實與大能，亦是神這份憐憫讓

我們能繼續事奉下去。我們期望透過區內一所中學在露天與室外寬敞的空間，藉市集不同的環節能接觸社

區的街坊們。在神的保守下，感恩當天沒下雨，更感恩的是共有五百多位街坊報名參與市集，更有街坊表

示在疫情下好像甚麼都停止了，現在有機會舒展一下，格外興奮。 

 

    場內每一個攤位設計背後都有不同的意義，務求令每一個參與者都能樂在其中。當中市集限定手作班

最受歡迎，不論大人或小童都能製作獨一無二的紀念品，而想要好玩又有獎品，定要去「必贏攤位」玩掟

階磚、掟玻璃樽懷舊遊戲，他們不但贏得很多戰利品，更從這些歡笑聲找回彷彿在生活中已失落的情感。 

 

聖誕市集是我們第一次的嘗試，盼望讓人感受到聖誕氣氛之外，更重要的是傳揚耶穌基督帶來盼望的

好消息，讓人的內心能得到真正的喜樂與滿足。 

 

    回望二零二一年，不論是苦還是甜，都是獨一無二的經歷。

但我確信，神既然容許這些事情發生，就必賜下夠用的恩典和能

力來引領我們。記得一位屬靈長輩說：「不經風雨，不見彩虹。」

願我們不看環境，單單仰望神信實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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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魚遊戲 聖誕暖 Love Love 市集 



 

 

香港堂、大埔堂、東涌堂，藍田堂，鑽石山堂及荔枝角堂綜合基金（註 1） 

2021年 4-11 月收支表 

項目 香港堂(HK$) 大埔堂(HK$) 東涌堂(HK$) 藍田堂(HK$) 鑽石山堂(HK$) 荔枝角堂(HK$) 

奉獻及利息收入–註 1 10,522,798.34  254,237.06  495,390.93  1,174,291.53  440,020.44  1,418,777.39  
       

薪酬、津貼及福利支出 5,263,075.62  527,689.10 474,050.20 889,361.20 661,495.85 1,135,808.05  

辦公室及租金費用 149,721.32  16,614.53  11,795.88 70,951.54 98,210.53 50,572.70 

堂務費用 688,385.00  30,194.30  12,594.17  33,068.10  15,358.00  11,481.60  

行政費用 198,098.36  17,624.00 27,731.15  31,061.77  14,406.05 16,218.38 

牧養事工 63,247.31  1,334.20 3,213.00 37,908.20 13,669.30 239,985.20 

崇拜/節期 133,675.30  9,320.00 13,442.85 17,900.00 7,421.20 15,776.20 

培靈/佈道 1,202.30 0.00 554.40 7,019.10 3,162.00 3,154.20 

會費/對外奉獻 272,221.00  26,545.00 2,000.00 8,676.18 24,316.10 2,826.17 

資產支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各堂支出 6,769,626.21 629,321.13 545,381.65 1,095,946.09 838,039.03 1,475,822.50 

各堂盈餘/不敷 3,753,172.13  (375,084.07) (49,990.72) 78,345.44 (398,018.59) (57,045.11) 

總堂資助承擔–註 2 (666,409.70)  468,627.10 0.00 0.00 197,782.60 0.00 

調整總堂資助分堂後的 

實際盈餘/不敷 
3,086,762.43  93,543.03 (49,990.72) 78,345.44 (200,235.99) (57,045.11) 

       

註 1) 綜合基金的收入來自弟兄姊妹的奉獻，當中包括十一、常費、感恩及主日等奉獻。 

2) 香港堂除了承擔本堂同工薪酬、津貼及福利支出，也支付大埔堂（90%），鑽石山堂（30%）的相關支出。 

 

 

宣教部 2021年 4-11月份綜合基金收支摘要 (2021-2022年度) 

項目 
預算案 

(2021 年 4 月-2022 年 3 月) 
2021 年 11 月 2021 年 4-11 月 

奉獻、活動收入、利息收入  34,770.06  388,936.18  
    

東南亞工場總支出 (註 1) 428,820.00  23,238.00 159,384.00 

福音工場總支出 59,000.00  3,250.00 26,000.00 

非洲工場支出 60,000.00 5,000.00 40,000.00 

南美工場支出 18,000.00 1,500.00 12,000.00 

本港工場及其他支出  348,500.00 19,466.60  147,461.80  

各工場備用金 50,000.00 0.00 0.00 

支出 964,320.00 52,454.60 384,845.80 

本期盈餘  (17,684.54)  4,090.38  

註 1：東南亞工場總支出主要支付印尼工場、泰北工場、啞鈴國工場及東南亞工場各短宣隊支出。 
 

 

 

宣教部 2021年 4-11月份專項基金收支摘要 (2021-2022年度) 

基金名稱 
預算案 

(2021 年 4 月-2022 年 3 月) 
收入 支出 累計結存 

ISD 基金 200,000.00 321.04 0.00 514,528.27 

貧困同工資助基金 16,080.00 0.00 0.00 100,173.15 

柬埔寨宣教基金 1,049,520.00 457,890.00  582,810.00  (594.65)  

印尼宣教士基金 400,000.00  179,766.50  226,479.00 113,7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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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每日讀經、靈修默想 

23/1 

(日) 

每日讀經：  新約：約翰福音八章 12-30節 

靈修默想： 

約八 23-24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從下頭來的，我是從上頭來的；你們是屬這世界的，我

不是屬這世界的。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要死在罪中。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

死在罪中。』」從經文的對話當中，我們觀察到猶太人對主耶穌的抗拒，抗拒祂的

教導和宣告，抗拒祂是基督，抗拒接受真理。或許這抗拒是為了保護自己、不需承

認自己的軟弱和過犯，但抗拒帶來的後果卻是沉淪、死在罪中。接受真光照耀的人

難免發現自己的罪污，從而被主潔淨重新得力，我願意在真光裏察看並承認自己的

過犯嗎？ 

24/1 

(一) 

每日讀經：  新約：約翰福音八章 31-59節 

靈修默想： 

約八 58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猶太人不單

拒絕了耶穌的教導，並且忽略了主耶穌親自作的見證、醫治的權柄，若留意到的人

都會發現並承認：主耶穌是基督！主耶穌的自我啟示，表明自己的神性和超越性，
猶太人卻選擇了忽略和拒絕主耶穌。「忽略和拒絕」曾否成為我們與神之間的阻隔？

我們又會怎樣回應神的感動和教導？ 

25/1 

(二) 

每日讀經：  新約：約翰福音九章 1-34節 

靈修默想： 

約九 3 

「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

的作為來。』」根據這經文記載門徒的觀點與猶太人相若，他們視苦難是當事人或

父母犯罪後必然出現的惡果，耶穌表明這瞎眼跟罪沒有關係，反而藉着這人身上的

苦難，顯出神的榮耀與醫治的權柄，主耶穌不單使瞎眼的能看見，還要醫治眾人的
心靈。求主賜我們信心，在困難或苦難當中，能看見神的醫治和帶領。 

26/1 

(三) 

每日讀經：  新約：約翰福音九章 35-41節 

靈修默想： 

約九 41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若瞎了眼，就沒有罪了；但如今你們說我們能看見，所以

你們的罪還在。』」法利賽人聽說耶穌使這瞎眼的得醫治，就盤問當事人，並商議

把認耶穌是基督的都趕出會堂。耶穌指出他們在靈性上的瞎眼，只執着於禮儀條

例，卻漠視了神的作為，反而是那自知在軟弱裏的人，能看見神的恩典。在屬靈的

眼光中，有那裏容易成為盲點？讓我們謙卑的交在主的手中。 

27/1 

(四) 

每日讀經：  新約：約翰福音十章 1-21節 

靈修默想： 

約十 11-13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

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趕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並不

顧念羊。』」當患難來臨的時刻，正是考驗關係的重要關口。面對突如其來的威脅，

普通的雇工為自己的性命會撇下羊群，但真正的牧人卻願為羊捨命作保護。主耶穌

以好牧人的心待我們，我們會怎樣珍惜這段實在的關係？會怎樣回應主耶穌的   

聲音？ 

28/1 

(五) 

每日讀經：  新約：約翰福音十章 22-42節 

靈修默想： 

約十 27-28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着我。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

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主耶穌與我們建立親密的關係，祂

將祂的心意向我們顯明。聽主的聲音、跟主的腳步成為羊群的生活要旨，在生活中

我可有留意主向我說甚麽話？並引導我怎樣行？ 

29/1 

(六) 

每日讀經：  新約：約翰福音十一章 1-44節 

靈修默想： 

約十一 25-26 

「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

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麼？』」馬大期望的是弟弟拉撒路得主耶穌的醫治

而不用死，但主耶穌告訴馬大一件更美的事，現在就信祂的人便能得永恆的生命，

脫離死亡。讓我們把握現在的光陰，與主耶穌建立這個永遠的關係，得盼望面對   

死亡。 

每日靈修讀經表 
每月金句：「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希伯來書十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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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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日) 

求主垂憐 

 

當第五波發展至今，疫情不單未能受控，且本地個案不斷增加，並出現多區和

多個感染群組的時候，求主讓我們聚焦的，不是環境的凶險，而是坐在洪水之

上的神。神啊！當洪水泛濫的時候，祢坐着為王，坐着為王，直到永遠，只有

祢是掌管宇宙，擁有天上地下權柄的神。求主幫助我們，天天以仰望的心將自

己交托，讓我們體驗祢的作為，經歷從祢而來、出人意外的平安。 

24/1 

(一) 

湯加災情 南太平洋島國湯加上星期海底火山爆發並引發海嘯，在當地造成廣泛破壞，

大量房屋受損，有村莊整條被摧毀，初步未知確實死亡人數。火山爆發還導

致海底電纜損壞，對外通訊中斷。外界尚未完全掌握災情，但各國已準備好

提供應急物資等援助。求主保守機場及道路能盡快開通，各國救援能盡快  

展開。 

25/1 

(二) 

停課學生 全港中學暫停面授課堂直至學校農曆新年假期。求主保守本堂各屬校教職員

及師生身心靈健康，在家停課不停學，保持奮鬥學習之心。由於現時正處於

準備文憑試的關鍵時刻，求主保守本堂四位中六同學及我們認識的中六學生

在半日回校學習中，有平安的心面對挑戰。 

26/1 

(三) 

世界局勢 報導指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戰事一觸即發。俄羅斯近月持續以軍演名義在烏

克蘭東部邊境囤兵，近日報導指俄羅斯已經派兵於白俄，即烏克蘭西北部進

行軍演。令人關注到是否假借軍演為名，襲擊烏克蘭為實。局勢緊張，求神

保守，讓各方保持克制，免生靈塗炭。 

27/1 

(四) 

商販食肆 本港新冠肺炎疫情進入第五波，政府亦呼籲減少外出、暫停晚肆堂食及年宵

市場。按傳統農曆新年前夕都為小商販、美容及食肆從業員旺季，但新一輪

防疫措施定必對他們帶來打擊。求主保守星斗市民在疫情下平安渡過新歲，

低收入家庭能有溫飽過每一日。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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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六) 

敬拜的心 雖然疫情讓我們再次停止了實體崇拜。但願教會此舉能為社區多走一里路，減

低疫情擴散風險，共渡時艱作好見證。求主賜弟兄姊妹在家中仍然有一顆敬拜

上帝的心，參與網上崇拜和團契小組。留意聖經教訓，不要停止聚會到習慣了

的地步。倒要在疫情下彼此勸勉及關心，期待和渴望實體再次一起敬拜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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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六） 晚上 6:00 網上直播 現代活潑 梁國權先生 陳定邦牧師 

清晨堂崇拜（粵語）   30/1（日） 上午 8:15 網上直播 更新傳統 陳定邦牧師 陸建民牧師 

早堂崇拜（粵語、普通話）   30/1（日） 上午 10:45 網上重播 更新傳統 陳定邦牧師 陸建民牧師 

青少年崇拜（粵語）   30/1（日） 上午 11:15 網上播放 現代活潑 岑浩朗傳道 曾穎愉傳道 

聖餐 5/2（六）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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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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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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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 上午 10:45 108室 學習聖經 陳寶虹牧師 

兒童級主日學（中高小）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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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三） 晚上 7:30 ／ 
香港／全球疫情 

暨東涌分堂 
蔡俊湘傳道 

週六晨禱會 暫停 上午 7:3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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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 103室 練詩 姚瑪莉執事 陳寶虹牧師 

兒童詩班（高級組） 暫停 下午 12:15 五樓 練詩 陳寶虹牧師 陳寶虹牧師 

大堂詩班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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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樓小禮堂 樂隊練習 林李俊思姊妹 陳定邦牧師 

清晨堂詩班     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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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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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三） 下午 3:00 304室 練詩 盧永雄弟兄 麥繼球弟兄 

頌恩詩班    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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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三） 上午 10:30 ／ 查經 朱嘉豪傳道 

週四婦女牧養小組（婦女）    27/1（四） 上午 10:00 ／ 查經 譚美盈傳道 

週四初職牧養小組（青年）    27/1（四） 晚上 7:30 ／ 電影週 賴浩民傳道 

弟兄團契（成年） 暫停 上午 10:00 ／ ／ 朱嘉豪傳道 

週五牧養小組（成年）      4/2（五） 晚上 7:30 ／ 小組活動 麥錦娟傳道 

週五兒童小組（兒童）  暫停 晚上 7:30 ／ ／ 陳寶虹牧師 

週六夫婦牧養小組（成年）     5/2（六） 上午 10:00 ／ 查經 麥錦娟傳道 

恩霖團契（成年）    12/2（六） 下午 1:00 ／ 查經 鄭陳淑賢姊妹 

生命團契（成年）   12/2（六） 下午 3:00 ／ 查經 陳政豪弟兄 

週六初職牧養小組（青年）   29/1（六） 下午 3:00 ／ 亂世擇善小人物（二） 賴浩民傳道 

大專成長小組（青年）   29/1（六） 下午 3:30 ／ 查經 曾穎愉傳道 

他連得牧養小組（青年）   29/1（六） 下午 7:00 ／ 飯聚 賴浩民傳道 

殷望團契（成年）     29/1（六） 下午 5:00 ／ 網上親子慶團圓 陸建民牧師 

中學生成長小組    30/1（日） 上午 9:30 ／ 漫遊舊約 曾穎愉傳道 

主日牧養小組（成年）    30/1（日） 下午 2:00 ／ 活動 張劉禧玲姊妹 

豐盛團契（成年) 2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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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四） 上午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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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觀看人數 

直播／（至午夜） 

15/1 (六) 週六崇拜 暫停 

16/1 (日) 清晨堂崇拜（網上） 124 (204) 

16/1 (日) 早堂崇拜（網上） 109 (175) 

16/1 (日) 青少年崇拜（網上） 13 (30) 

16/1 (日) 兒童崇拜 暫停 

本堂崇拜（網上）總出席 246 (409) 

 

分堂 崇拜日期 崇拜時間 證道講員 堂主任 

大埔靈糧堂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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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日) 上午 11:00  盧君俠牧師 盧君俠牧師 

電話：3563 7849  網址：http://ltllc.org 

荔枝角靈糧堂 23/1 (日) 上午 9:00 開始錄影轉播 江晞蘭傳道 劉志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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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石山靈糧堂 23/1 (日) 上午 10:30 阮法賢傳道 阮法賢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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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涌靈糧堂 23/1 (日) 上午 10:30 尹文牧師 陸建民牧師 

電話：2109 1466  網址：http://www.tcll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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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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皓靈傳道           當值教牧：曾穎愉傳道 

證道：陳寶虹牧師           敬拜讚美：崔皓靈傳道 

序樂  全體 

宣召 詩篇九十五 6-7 眾立 

禱告  眾立 

敬拜讚美  全體 

讀經 詩篇一 1-6 眾坐 

證道 《二擇其一》 眾坐 

默想 一分鐘默想 眾坐 

回應 《一生跟隨祢》 全體 

奉獻  眾坐 

每月金句 定睛基督︰希伯來書十三 8 眾坐 

歡迎／牧禱／報告 曾穎愉傳道 眾坐 

三一頌  全體 

祝福 陳寶虹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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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權先生 
  司琴︰施雅銘姊妹   

宣召 詩篇一三八 1-2 眾立 

禱告與頌讚  眾立 

讀經 創世記六 9-22 眾坐 

證道 《我卻要與你立約...》 眾坐 

詩歌回應／奉獻 《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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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 

崇拜 

青少年 

崇拜 

主席 曾穎愉傳道 鄧芷珊姊妹 謝鎮光執事 

敬拜讚美 曾穎愉傳道 高馮慧賢姊妹 謝鎮光執事 

歡迎及牧禱 陳定邦牧師 陳寶虹牧師 崔皓靈傳道 

讀經 曾穎愉傳道 李思偉弟兄 謝鎮光執事 

證道 梁國權先生 陳定邦牧師 岑浩朗傳道 

祝福／祝禱 陳定邦牧師 陳寶虹牧師 崔皓靈傳道 

鋼琴 何朗日弟兄 譚美盈傳道 鍾卓寧姊妹 

投影 張梓聰傳道 鄭治偉弟兄 周文輝弟兄 

音響 張梓聰傳道 區展鋒弟兄 施鉦鋆弟兄 

直播 張宗恪福音幹事 張宗恪福音幹事 張宗恪福音幹事 

堂務報告 陳定邦牧師 張梓聰傳道 崔皓靈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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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 
網上主日崇拜職事及司事人員表 

 

 

直播及投影：張宗恪福音幹事 
音響：張梓聰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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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