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主題：無懼逆境、靠主得勝 

    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並且我如今在肉身

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加拉太書 2:20） 

二零二一年四月四日【復活主日】 

第一堂 
主 禮：梁華廣牧師 

讀 經：王小瓏姊妹 

音響及投影：湯海浩弟兄、 

司 事：甘惠芬、馮志寶姊妹； 

彭天晴、朱月如姊妹 

講 員：謝雪求教師 

司 琴：葉懿美姊妹 

插 花：梁淑玲姊妹 

招 待：曾嘉碧姊妹 

聖餐襄禮：黃根良、梁燕媚執事 

第二堂 

主 禮：梁華廣牧師 

讀 經：劉碧光弟兄 

音響及投影：王得好、楊靝朗弟兄 

司 事：馮珠霞、陳虹虹姊妹 

講 員：謝雪求教師 

司 琴：伍中恩姊妹 

插 花：梁淑玲姊妹 

招 待：李兆智弟兄、梁淑玲姊妹 

聖餐襄禮：黃根良執事 
 

1. 下主日第一堂崇拜事奉人員：早上 9:00 ─ 10:30 

主禮：麥穎欣姊妹      講員：鮑世明牧師  

讀經：劉正光弟兄      司琴：趙恩琪姊妹  

音響及投影：蒙紀聖、何浚銘弟兄  插花：麥敏茜姊妹  

招待：邱燕貞、邱瑞萍姊妹  

2. 下主日第二堂崇拜事奉人員：早上 11:30 ─ 1:00 

主禮：麥穎欣姊妹      講員：鮑世明牧師  

讀經：馮自可姊妹      司琴：鄭恩浩弟兄 

音響及投影：楊靝朗弟兄、關仲豪弟兄 插花：麥敏茜姊妹  

招待：嚴浩天弟兄、宋芍瑤姊妹 
 
 

下主日事奉人員： 



預備禮  

1. 進堂詩：今日基督已復活(頌 162, 第 1,2 節) ﹝眾立﹞ 

2. 宣召：回應(頌 162；3,4,5 節) ﹝眾立﹞ 

3. 啟應  

4. 唱詩：基督復活(頌新 26) ﹝眾立﹞ 

5. 當日禱文 ﹝眾坐﹞ 
   

聖道禮  

1. 讀經：使徒行傳 10:34-43 

      哥林多前書 15:1-11 

（196 頁） 

（256 頁） 
﹝眾坐﹞ 

2. 唱詩：青苗生長(頌 170)  ﹝眾坐﹞ 

3. 福音前、後唱詩：頌新 138  ﹝眾立﹞ 

4. 福音：馬可福音 16:1-8 （81 頁） ﹝眾立﹞ 

5. 講題：信與行  ﹝眾坐﹞ 
  

回應禮(第一堂)  

1. 回應詩：我奉一位復活主(頌365) ﹝眾坐﹞ 
2. 認信 ﹝眾立﹞ 
3. 報告 ﹝眾坐﹞ 
4. 代禱：頌新136 ﹝眾坐﹞ 
5. 奉獻：主，我如何報答 (頌新86, 2-4) ﹝眾坐﹞ 

  

聖洗禮(第二堂)  

1. 唱詩：我們知道主從死裏復活(頌新 54)       ﹝眾坐﹞ 

2. 施洗、認信 ﹝眾坐﹞ 

3. 報告 ﹝眾坐﹞ 

4. 代禱：頌新 136 ﹝眾坐﹞ 

5. 奉獻：主，我如何報答 (頌新 86, 2-4) ﹝眾坐﹞ 
  

聖餐禮  

1. 唱詩：祢是聖潔(頌新68) ﹝眾坐﹞ 

2. 聖頌：頌564、頌新131、(問安)、頌新132 ﹝眾立﹞ 
3. 施餐：頌260, 頌268, 頌新65  

  

差遣禮  

1. 祝福 ﹝眾立﹞ 

2. 差遣 ﹝眾立﹞ 

3. 散會詩：耶穌掌權萬族萬方(頌174) ﹝眾立﹞ 



1. 為本堂陳詠恩宣教士在香港述職兩個月，到不同堂會分享柬埔寨的事工、
和宣教的心志。求主帶領和保守，讓她的分享，成為眾人的激勵，使大
家更多關注海外的宣教工作，並為此獻上禱告、奉獻及各方面的支持。 

2. 為接受洗禮的利曉菁、陸偉棠、陳祿儀、杜小圓及轉會禮的徐珍妮、林
希德禱告，求主堅立他們的信心，在主裏成長，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1. 今主日崇拜後舉行執事例會。 

2. 感謝主在復活節的日子，我們能恢復實體崇拜，關顧部預備了小燭台
送給大家，讓大家領受耶穌基督復活的真光，成為家庭和社會的見證。
每個家庭有兩個，崇拜後大家可在接待處領取。 

3. 因應政府已放寬宗教場所聚集的限制，本堂的崇拜、小組、團契、講
座、課程等會回復實體進行。而兒童主日學實體上課將於11/4主日恢
復，但合班聚會仍然暫停。 

4. 若有弟兄姊妹有需要了解或聯繫海外教會，歡迎與教牧聯絡。 

5. 因應防疫安排，除了配戴口罩及探熱外，請大家參加崇拜時務必以八
達通或簽名登記。如有需要，也可再加上使用「安心出行」流動程式。
另外，新朋友也必須簽名登記及填寫健康申報表。敬請合作！ 

6. 舉行聖洗禮時，為免影響禮儀程序，除本堂攝影師外，其他會友請勿

到台前拍攝。當日相片光碟將稍後送贈給各受洗者。 

7. 進行聖餐禮時，正堂弟兄姊妹先領，副堂及其他課室聚會之弟兄姊妹
請按司事人員指示上前領餐。 

8. 本堂聖周及復活期活動安排：  

8.1 4/4(日)復活節聖洗禮(利曉菁、陸偉棠、陳祿儀、杜小圓) 

8.2 11/4(日)轉會禮(徐珍妮、林希德) 

8.3 18/4(日)陳詠恩宣教士差遣禮(第二期宣教服事) 

8.4 25/4(日)新任執事就職禮(陳嘉敏、麥穎欣、鄭文浩) 

9. 謝雪求教師因個人原因，於 1/6 起請辭本堂傳道同工職。教會十分感謝
謝教師過去三年在活靈堂忠心、努力、殷勤的服侍，願主帶領謝教師未
來事奉的路向，繼續成為眾人的祝福和幫助。她最後工作日期為 4/4。 

10. 復活節洗禮及轉會見證集現已出版，少量印刷本可於招待處索取，電
子版會於活靈廣播發效。 

11. 禮堂內現分劃為四區，以方便會友知道現正在那座席範圍。 

代禱欄： 

堂務報告： 



12. 因兒童主日學復課，可提供座位減少，故由11/4 起，出席主日崇拜需
事先登記，登記連結會於每主日13:30後於活靈廣播發放，星期三12:00

截止，上限75人 (正堂60人、副堂15人，包括事奉人員) 如超出上限之

登記會於星期五或之前獲發個別通知，沒有通知者即可出席崇拜。 

13. 「信義宗信徒課程」將於10/4-24/4（六）下午1:30-3:00在副堂/zoom視
像（按限聚令措施的情況決定）舉行，共3課。對象：最近三年受洗、
堅信、轉會的弟兄姊妹。亦歡迎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參加。導師：陳牧
師、梁牧師、呂教師。 

課程內容如下： 

10/4（六）認識信義宗及活靈堂歷史、認識基督徒的生活。 

17/4（六）認識信義會崇拜禮儀、認識基督徒的使命。 

24/4（六）認識教會年曆。 

大家可向與各教牧報名參加。 

14. 2021 年度差傳儲備信心認獻表可於 https://bit.ly/37Jdvf8 下載，填妥後
Whatsapp 至 9133 5758。(認獻表請於四月底前交回本堂) 

2021年「差傳儲備」預算：   $267,232 

奉獻本會海外宣教部經常費     $65,000  

奉獻支持宣教士事工及生活費  $167,232   

奉獻宣教士儲備    $30,000  

奉獻本會內地關懷小組   $5,000 

15. 教會五年計劃（2021-2025）的主題是「成為一個有生命力的門徒」，
今年的年度目標是「培育有能力面對不同環境的門徒」。栽培部預備
了一系列的講座和課程回應主題，希望弟兄姊妹在不斷改變的世界中
（政情、疫情等.....)能有力量、智慧面對及回應。課程包括: 

❖「認識自己、面向世界」課程，由信義宗神學院臨床心理學及輔導
學副教授、輔導課程及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總監林雪文教授主領，
日期及時間為 14/3、28/3、18/4、25/4（日）2-4pm，第二講將以視
像進行，其他則視乎疫情。四課的內容如下： 

1. 洞悉思維機制（分辨思想陷阱，跳出思考框框） 

2. 覺察情緒模式（認識情緒變化，掌握管理情緒） 

3. 發掘內在資源（發掘資源能力，面對不同挑戰） 

4. 深探內在歷程（進入內在歷程，選擇合適應對）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Hem7swd3bXqkAy9u5 (24/3 截止) 

歡迎本堂及本會沙馬區會友參加。 

16. 呂教師年假及產假安排：1/1/2021至18/4/2021 (2/1-7/1/2021取5天年假；
8/1-15/4/2021為14周產假；16/4-18/4/2021取3天年假) 



17. 慕道課程《成長九式》現為全年均可報名，以一對一形式上課，慕道
者報名後由栽培部與栽培員進行配對，有意報名者可向陳牧師或其他
教牧查詢。 

18. 新冠肺炎疫情特別支助金： 
申請資格：本堂已受洗教友(不用入息或資產審查) 
申請原則： 
以同一人或家庭作單位申請，申請者可獲得一次性$6000援助，由慈
惠儲備撥出，以先到先得原則分配，如儲備額不足，申請人留作候
補名單，待儲備足夠，繼續發放。 

 申請方法：有需要的教友可直接與堂主任或各教牧聯絡。 
 申請日期：9/8/2020開始。 

19. 本堂因需要每月報告及記錄奉獻資料，因此，煩請弟兄姊妹務必在每

月二十號前將您的銀行轉帳證明以電郵、傳真、Whatsapp 或郵寄至教
會辦公室，否則本堂或未能及時記錄為該月的奉獻，敬請見諒。 

20. 華人基督教聯會新一批可續期葬位即日公開領用，共 29 個，以先到先
得為原則，詳情可瀏覽 https://bit.ly/3w77ZiX 

21. 在 3/1（日）崇拜中，我們介紹了教會五年計劃（2021-2025）的主題「成
為一個有生命力的門徒」。而今年的年度目標是「培育有能力面對不同
環境的門徒」，口號是「無懼逆境、靠主得勝」。 
願意我們藉着講壇的信息、團契小組內的查經、不同的課程、講座，學
習成為一位有能力面對不同環境的門徒，能夠無懼當前的逆境和困難，

靠着主過一個得勝的生命。 

 

1. 本會信徒培育部將於17/4(六)下午2:30-4:00以ZOOM網上舉行「疫情下
的個人心靈關懷與覺醒」講座，講員：曹銘恩院牧（沙田區醫院院
牧），費用全免，14/4(三)截止。詳情及報名可瀏覽https://bit.ly/3tLi0RZ 

2. 信義宗神學院獻身營「逆。轉。行」將於24/4(六)10:00-5:00舉行，費
用每人$50，詳情及報名https://bit.ly/3v8AqN9 

3. 本會青少年部將於9/4、16/4、23/4晚上7:00-9:00假信義樓五樓舉辦和
諧粉彩心之旅程，對象本會12-24歲青少年，費用每人$150，1/4截
止，詳情及報名http://bit.ly/3t2Vra6 

4. 建道無牆教室(第四期)現正接受報名，27/4開課，課程包括： 

1) 歌羅西書研讀(上)(導師─梁國權老師) 

2) 在職場中活出召命(導師─郭鴻標牧師、葉松茂博士、葉應霖博士) 

3) 效法被擄先鋒但以理(導師─蔡少琪院長) 

詳情可瀏覽http://bit.ly/2P3NdzM 

其他事項： 



 

每 週 箴 言 

     其實，基督已經從死人中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哥林多前書 15:20) 

 

本堂同工： 

堂主任：陳玉萍牧師 

傳  道：呂穎希教師、謝雪求教師、梁華廣牧師 

行政主任：梁壽康弟兄 

幹    事：張佩珊姊妹    
辦公時間：星期二至五 09:00-17:00 /星期六 13:00-19:00 /星期日 08:00-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