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來向他歌唱！
(詩 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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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樂齡佈道事工異象分享會：
本堂將於 7 月 10 開始，逢主日早上舉行「樂齡佈道團契」
，致力向
樂齡人士（60 歲或以上）傳福音，並栽培生命成長。
我們將於 5 月 29 日，下午 2 時至 3 時 30 分，於第二副堂舉行異
象分享會，歡迎弟兄姊妹出席，進一步了解事工的異象及未來發展
方向，一起為事工禱告。
查詢請致電徐敏儀牧師（27032524）或姚美媚傳道（56801142）
。
2. 兒童牧區：
週六崇拜時段幼稚級主日學急需招募兩名導師，每月一次當值；另
週日第三堂幼稚級主日學急需招募一名導師，隔月當值。如有弟兄
姊妹經禱告後，有感動學習服侍小朋友，請聯絡自己牧區的區牧商
談並推薦給兒區。
如有查詢請聯絡周欣鳳傳道：9659-5977，謝謝！
3. 週六崇拜小牧人招募：
1. 穩定出席崇拜及團契/小組兩年，得到區牧推薦
2. 願意關心及幫助他人
3. 隔月、每星期六下午 5:10 在禮堂門口當值
有意者請聯絡周欣鳳傳道 (電話：9659-5977)
4. 圖書館：
繪本借閱：
「繪本」以畫談道，適合不同年齡的弟兄姊妹閱讀，故圖書館增設
由約 100 本繪本館藏於 5 月 21 日開始可供借閱。
開放時間：
宣小：每主日 10:00-12:00 和 13:00-13:30；
田小：隔週六 5:10-5:30 和週六崇拜後約 20 分鐘(21/5，4/6，18/6)
品書會：
6 月「品書會」將繼續「靜觀」的屬靈操練，透過選讀盧雲的作品，
讓我們窺見「靜」中所帶出的心靈「動」力，期望讓弟兄姊妹透過
閱讀，在靈裡重新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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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讀文章：
1. 盧雲著「默觀與關顧」出自《帶著眼淚帶著微笑，在信仰的愚
拙中經歷上帝：盧雲給不安時代的 4 堂屬靈操練課 》一書
（13 頁）
2. 盧雲著「遷離」和「滙聚」兩篇皆出自《慈心憐
憫：在卑微與逼迫中發現上帝》一書（17 頁）
Zoom 分享會：6 月 5 日(Sun) 下午 2:30-3:30
閱讀獎勵：每完成閱讀 100 頁的肢體將獲驚喜禮物一份。
報名方法：掃瞄二維碼填寫報名表格
截止報名日期：5 月 22 日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莊姝娟傳道(電話：9325-9301)
5. 宣基堂其他奉獻渠道：
➢ 銀行轉賬、櫃員機、網上銀行及轉數快：
• 創興銀行：銀行號碼：041；戶口號碼：282-20-094359-4
• 英文名稱：C and M A Sun Kei Church
• 轉數快：請選擇以流動電話號碼 52497859 輸入，而不是
FPS ID。
• 轉賬後，請立即以 WhatsApp:52497859 /電郵
offering@sunkei.org.hk
寫上奉獻者姓名、所屬牧區、奉獻編號（如有）、聯絡電話及
奉獻用途（常費/慈惠/差傳/發展基金-請註明）並上傳有關收
據或截圖，以便教會會計跟進。
• 本堂在透過 WhatsApp 或電郵收到有關資料後，會在七天內用
同樣通訊方法回覆確認是否收妥有關奉獻。
備註：
• 如沒有收到教會會計回覆確認，請致電教會查詢：2178-3939。
• 若七天後仍未能確認奉獻者資料的轉賬，本堂將以無名氏身份
把奉獻金額記入本堂經常費項目。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閣下提供本堂的個人資料，是用於徵訊記錄、財務會計及寄發收據等
行政需要及有關的統計用途上;當有關資料已不再符合以上用途，本堂將不再保留所持閣下
的個人資料，並予以銷毀。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本堂所
持下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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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部資訊欄
主日學
 主日學報名表： https://forms.office.com/r/TC1r8vX8sL
 主日學課程簡介：http://sunkei.org.hk/sundayschool

圖書館
圖書館開放時間 5 月開始
宣小：每主日 10:00-12:00 和 13:00-13:30
田小：隔週週六崇拜之前和之後約 20 分鐘
新書推介：
 圖書館新書推薦：http://sunkei.org.hk/library-newbook
 網上預約借書服務：
https://forms.office.com/r/QbgjUgYF3e
 品書會報名表：https://forms.office.com/r/sXUZnfgJWF

全民祈禱
耶利米禁食祈禱會
由五月開始，聚會有以下的更新：
日期：5 月 25 日(三)
時間：晚上 8 時至 9 時 30 分
地點：第二副堂
參加者可自行決定是否禁食，歡迎弟兄姊妹參加，一起為城市及教會禱
告守望。查詢有關詳情可致電徐敏儀牧師（2703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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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消息
弄瓦之喜：希伯崙牧區唐家煒弟兄及林細君姊妹於 2022 年 4 月 30 日誕
下千金唐允姿。願神保守孩子健康成長，並賜福他們一家。

宣基堂(田家炳小學)消息
週六成人崇拜及所屬團契小組於 4 月 30 日開始返回田家炳小學聚會。
週六崇拜不設直播安排，敬請留意。

宣基堂(宣基小學)消息
主日成人崇拜及所屬團契小組於 5 月 1 日開始返回宣基小學聚會。主日
崇拜 ZOOM 直播將在 6 月停止，敬請留意。

宣基堂(甲子何玉清中學)消息
坑口青少年崇拜聚會資料如下：
所有聚會遷回宣基小學進行，直至另行通知。若有任何查詢，請聯絡
馮志滔傳道（電話：2703-2517）。

宣基堂(康城)Joyful Sunday 消息
每月第一週聖餐主日將會參與宣基堂第二堂崇拜，並於崇拜後進行小組聚
會；其他主日則於早上 10:15-12:30 進行網上崇拜，透過詩歌敬拜、信息
及小組分享，彼此代禱，願在疫情中同行，分享主愛。如有查詢，請聯絡
莊姝娟傳道(電話：9325-9301)。

宣基堂(彩雲)消息
彩雲福音事工崇拜時間如下：
時間：上午 11:00（同步附設兒童主日學）
地點：基督教勵行會地下禮堂（彩雲二邨清水灣道 55 號）
若有任何彩雲一、二邨，彩輝邨或附近的親朋好友希望認識基督教信仰，
或重返教會，我們均熱烈歡迎。
如有查詢，請聯絡程展鵬牧師(9848-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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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基堂聚會人數
上週崇拜
總人數
1012

成人崇拜
新來賓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主日第三堂
週六
燃亮生命
康城
彩雲

11
159
175
160
176
-30
86

兒童崇拜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主日第三堂
週六
Shining Buddies (1)
Shining Buddies (2)

康城
彩雲

宣基堂主日奉獻
上週(2022.05.15)

1
38
7
16
--8
9

青少年崇拜
週日 AA(中一至大專)
坑口(中二至大專)

85
62

未參與崇拜的
高小和初中團契
AA Delta
AA Sparkling
彩雲

30
49
43

祈禱會
耶利米
禁食
祈禱會
(11/5)

23

月禱會

--

截至上週
累積收入

累積預算支出

盈餘 / (尚欠)

常費

$119,700.50 $4,807,359.30 $5,808,230.77 ($1,000,871.47)

差傳

$46,100.00

$331,480.00

$384,615.38

($53,135.38)

策發

$9,163.00

$743,804.00

$423,076.92

$320,727.08

註 1：全年預算支出：常費 $15,101,400；差傳 $1,000,000
註 2：全年策發基金(彩雲事工) $1,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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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是為我主】
活著是為我主，
有你是我一生的福氣，
晴天，陰天，你與我向前行。
日日敬拜我主，揚聲讚美歸於父神，
聚集在這處同心高呼，我愛你。
齊唱唱唱出，你是王，
齊唱唱唱出，你是我主，
齊獻上生命，為要傳揚你，
一生，投奔歸向你。
【願祢愛覆蓋我】
認識祢 榮耀的知識充滿遍地
仿似水充滿洋海 歌頌祢的聖名
我要留心聆聽 側耳聽 祢的聲音
把祢話語存記我心裡面
因這是我生命的泉源

【復興我】
求主更新復興我
讓我禱告到達祢寶座前
打開天窗 傾福賜下
渴慕祢靈 來充滿我
求主一生用我
願祢旨意行在我一生中
每天更新 過得勝生活
榮耀祢 天天分享主愛
我的心 與我靈
願意一生尊祢為大
獻我心 獻我靈
讓我進到祢慈愛居所
我的心 與我靈
願意一生尊主為大
獻我心 獻我靈
燃亮我 再次復興我

願祢愛覆蓋我
一生一世 只願定睛祢一個
願祢智慧庇護我
我心會持守 天父口中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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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基堂就《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第 599 章) 最新指引 (2022 年 5 月 19 日更新)
日前政府宣布，因應本港疫情仍然平穩，於 5 月 19 日起實行第二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
施。本堂因此更新有關指引，內容如下：
• 每組訪客/來賓/參加者不超過 8 人。
• 參加人數限制在該地點通常可容納崇拜人數的 85%或以下。
• 沒有供應食物或飲品（聖餐除外）。
• 設施（包括座位及任何儲物櫃）進行定期環境清潔和消毒，每日至少一次。
宣基堂就《預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證）規例》 (第 599L 章) 執行指引
(2022 年 4 月 21 日更新)
按政府公布分階段實施的社交距離措施路線圖和時間表，本堂址須實施「疫苗通行證」
（第 599L 章）規例下要求。
除獲豁免人士外（參連結一），所有進入或身處本堂址的 12 歲或以上人士（包括員工），
須已接種最少一劑新冠疫苗，接種要求分以下階段進行：（參連結二）

按 599L 規例要求，宗教處所需主動查核進入人士的接種紀錄。所有進入本堂址的 12 歲
或以上人士，需確保掃瞄「安心出行」二維碼（除豁免人士，參連結三）。並以「安心
出行」、「智方便」、「醫健通」或印有二維碼的紙本疫苗接種紀錄出示和掃描接種/康
復紀錄或醫學豁免二維碼。
連結一：「疫苗通行證」獲豁免列表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vp_t2_CHI.pdf
連結二：「疫苗通行證」接種時間表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vp_t1_CHI.pdf
連結三：「安心出行」豁免人士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vp_faq_picp.pdf
如有查詢，歡迎聯絡本堂堂主任。謹此通告，敬請留意。
宣道會宣基堂
2022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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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22 日至 2022 年 5 月 28 日 ─ 感恩及代禱事項
1. 宣基家
為教會禱告：
1. 弟兄姊妹帶著熱烈的心重新投入教會各項聚會及事奉。
2. 樂齡佈道事工將於 5 月 29 日舉行異象分享會，求主帶領佈道團契能夠順
利開展，並揀選有心志的弟兄姊妹一起事奉。
3. 康城及彩雲佈道事工有美好的發展，堅固初信者的信心，事奉團隊火熱地
事奉。
4. 教會仍然需要聘請同工。
5. 堅固患重病弟兄姊妹的信心，賜下更多醫治恩典與平安。
6. 移民海外的弟兄姊妹能夠安穩地生活，找到合適工作，投入教會，凡事依
靠主。

2. 祈禱部
這是天父世界，我們呼求神…
關於疫情
1. 求主憐憫，帶領我們走出疫情困境，並心存謙卑，尋求神的幫助和拯救。
2. 北韓疫情爆發，政府官員充足智慧，採取有效措施遏止疫情擴散，並得到
所需醫療等物資。
3. 更多對抗病毒的疫苗及藥物能研製出來，並廣泛地被使用。
4. 貧窮國家能夠得到所需疫苗和相關物資

關於俄烏戰事
1. 神介入戰事當中，神的憐憫、慈愛和公義彰顯在其中，止熄戰火，保護生
命。
2. 挫敗一切邪惡的計謀，早日達成停火協議。
3. 開放更多人道走廊，難民得到適切的援助，傷亡者得醫治和安慰。
4. 各國元首努力維護世界和平……

香港是我家，我們呼求神…
1. 賜下平安與盼望，勝過當前的恐懼，每個人都堅強地生活，緊守自己崗位，
並學習苦中作樂。
2. 在疫情穩定的情況下，政府進一步放寬社交限制，讓市民大眾、各行各業
逐步恢復正常生活及運作。
3. 政府盡快發放援助基金給有需要人士，並制定長遠復甦經濟的政策。
4. 因疫情而受情緒困擾的人得到開解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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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民大眾相通力合作，竭止第六波疫情爆發。
6. 下屆政府管治班子能夠順利組成，與新任特首有美好配搭

3. 康城佈道團契
1. 求主預備聚會地方
a. 求主感動肢體開放家庭作聚會空間。
b. 求主讓有關當局在疫情穩定的情況下，能放寛限聚令，讓我們可以
租借地方聚會。
c. 求主預備長遠可穩定聚會的地方。
2. 每月第一週將參與宣基家的聖餐主日崇拜，求主賜恩鼓勵聚會者積極參
與。

4. 差傳部
1.
a.
b.
c.
d.
e.

Panda 的代禱需要：
記念多姆人的門訓和識字教育。
記念與接任同工的交接。
記念與同工的面談和盡快完成多個報告。
請記念六月的工場會議各方面的準備和選舉工場主任。
記念 Panda 和同工身，心靈健壯。

2. Ricky & Winny 的代禱需要：
a. 請記念我們在 3-5 月會有 4 次到砂川教會(2 小時車程)和旭川(1.5 小
時車程)3 間教會主日講道的安排，而 4-5 月期間山廣牧師夫婦也會有 4
次到札幌(3-4 小時車程)和函館(7-8 小時車程)教會分享道北宣教的需
要，我們也會在這 4 次主日在名寄恩典教會證道，請禱告記念我們 4 人
的交通安全和服侍準備。
b. Ricky 在 12 月開始參與了 OMF JAPAN 新成立的植堂策略檢討委員會，預
計上半年 3-4 月將會是事奉量的高峰期，求主賜智慧能順利完成。
c. 感恩去年 12 月 Joyful Ladies 的聖誕聚會在喜樂中完成。當中有兩位未
信者參加。求主在未來一年大大使用 Joyful Ladies 的活動，成為姊妹們
靈命成長及傳福音的平台。
d. 記念朝日市的福音家庭聚會希望能在 3 月重開。
3. 在歐洲服侍穆斯林的 Hourglasses(小沙斗)的代禱需要：
a. 感謝主，祂藉著小沙斗先生 3cm 腦垂體腫瘤，開啟上主施行神蹟的見證，
再藉著小沙斗太太的腦外傷意外，引伸到生與死這話題上，讓太太有機會
揭示 RO 心裡的恐懼──沒有把握進入樂園（天堂），太太並能詳盡分享
主耶穌上各各他路上，被釘、死亡及第三天復活的事實。感謝主，願聖靈
在 RO 木朋友心中繼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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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近日小沙斗太太的家人（年邁父母及弟弟）先後在家鄉感染 COVID，這令
太太異常憂心，甚至不能入睡，相隔兩岸，又不能盡孝道照顧年邁父母，
那種無奈與掛念實在筆墨難以形容，但感謝上主以及你們不斷的禱告，經
過十多天，他們已先後康復，感謝主！

5. 宣基小學牧區
1. 感謝神！校園全面復課，求主保守各同學的上課適應良好，求主賜
恩老師們的教學及不同的應變安排，一切在神手裡。
2. 求主施恩幫助家長及照顧者，陪伴孩子渡過復課各種安排，願主成
為 隨時的幫助。
3. 求主親自吸引初信或回轉家長及孩子，投入宣基家聚會認識神。
4. 求主保守師生及家長，身心靈健康喜樂，蒙主看顧，活出基督的愛。
5. 感謝神，愛與信團契於下學期順利，願神的愛及話語超越網絡限制，
讓同學堅心依靠主。
6. 求主興起校園眾人愛禱告的心，在疫情下，以禱告彼此守望。
7. 求主的福音時刻栽種在每位同學及家長心裏，在各自的生活經歷從
神而來的安慰、醫治及隨時的幫助。
8. 求主賜予香港家庭及下一代，身心靈健康成長，跨越各種生活的挑
戰及困難。
6. 迦南牧區
1. 感恩！蘇勇梅姊妹已經完成化療，現在家裏休養，求主祝福一切平
安，姊妹能盡快康復。
2. 感恩！劉玉蘭姊妹經調藥後身體情況已經明顯好轉，求主祝福姊妹
盡快適應。
3. 談關雪貞姊妹足患反覆，時好時壞，求主看顧、醫治，能完全康復。
4. 求主保守朱世培弟兄日常生活能有好的自理能力，賜他一切平安。
5. 鄭香平姊妹手術後活動感覺左手疼痛，求主看顧、醫治。
6. 陳其光弟兄已入住安老院舍，求主看顧、保守他盡快完全康復。
7. 鍾惠儀姊妹兒子許永昌弟兄因鼻咽癌需要接受化療，求主看顧、醫
治，祝福弟兄早日康復。
8. 鄺黃玉雲姊妹現在家中休養，之後醫院再作跟進，求主看顧、醫治，
保守 她早日康復。
你的禱告我的代禱

10

宣基堂(宣基小學)聚會資料

宣基堂同工

主日

祝宗麟牧師 (堂主任)

成人崇拜

萬得康牧師 (榮譽牧師)

9216 9410

第一堂

上午 8:45

大禮堂

周欣鳳傳道 (兒童)

2703 2516

第二堂

上午 10:15

大禮堂

馮志滔傳道 (青少年)

2703 2517

第三堂

上午 11:45

大禮堂

黃少東傳道 (青少年)

2703 2530

梁施恩傳道 (青少年)

2703 2529

兒童崇拜
第一堂

上午 8:40

214 室

李善宜小姐 (青少年福音幹事)

2703 2533

第二堂

上午 10:15

課室

李名峰先生 (青少年福音幹事)

2703 2536

第三堂

上午 11:40

課室

陳詩程小姐 (青少年福音幹事)

2703 2538

Shining Buddies

上午 8:40

程展鵬牧師 (職青、夫婦)

2703 2519

少年崇拜/團契(中一至六)

上午 11:00 副堂、214 室 莊姝娟傳道 (康城團契)

2703 2521

升中適應計劃

上午 11:00

第三副堂

歐燕冰傳道 (職青、夫婦)

2703 2523

方建中傳道 (夫婦)

2703 2522

月禱會(每月首週)

上午 11:45

第二副堂

徐敏儀牧師 (婦女、夫婦)

2703 2524

耶利米禁食祈禱會

晚上 8:30

第二副堂

黃健雄傳道 (成熟夫婦、男士、長者)

2703 2525

姚美媚傳道 (成熟夫婦、長者)

2703 2532

梁庭恩傳道 (燃亮生命傷健群體)

2703 2531

葉美欣傳道 (宣基小學校牧)

2703 2526

祈禱會

(逢每月第二及四週星期三)
主日學
上午 10:15

課室

燃亮生命傷健崇拜

下午 2:30

第二副堂

陽光活力團契

暫停

成人

董智敏博士 (義務傳道-敬拜部)

週六

宣基堂(田家炳小學)資料

許惠絲小姐 (高級行政助理)

2703 2514

譚磊光先生 (行政助理)

2703 25121

宣基堂(甲子何玉清中學)資料

週六成人崇拜

下午 5:30

大禮堂

幼稚級兒童崇拜/主日學

下午 5:30

課室

週六成人團契/小組

下午 3:30，6:45

課室

青少年團契

下午 4:00，6:45

課室

少年崇拜/團契

下午 2:30

宣基堂(康城)Joyful Sunday 資料
Joyful Sunday(主日)

上午 10:15

宣基堂(彩雲)資料
主日崇拜

上午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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