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5 主題：成為一個有生命力的門徒 

2021 目標：培育有能力面對不同環境的門徒 

2021 口號：無懼逆境、靠主得勝 

二零二一年九月五日【聖靈降臨後第十五主日】 

第一堂 
主 禮：詹偉基弟兄 

讀 經：陳惠蓮姊妹 

音響及投影：蒙紀聖、吳城堅弟兄 

司 事： 黃家星、黃玉蓮伉儷 

              刁美君、劉凱瑤姊妹 

講 員：陳玉萍牧師 

司 琴：詹翹伊姊妹 

插 花：麥敏茜姊妹 

招 待：陳惠英、邱燕貞姊妹 

第二堂 

主 禮：詹偉基弟兄 

讀 經：關淑卿姊妹 

音響及投影：黎俊傑、冼詠心伉儷 

司 事：馮珠霞、梁愛群姊妹 

             何曉穎姊妹 

講 員：陳玉萍牧師 

司 琴：譚愛粦姊妹 

插 花：麥敏茜姊妹 

招 待：劉壁光、佘靜蘭伉儷 

  

1. 下主日第一堂崇拜事奉人員：早上 9:00 ─ 10:30 

主禮：陳穎璇姊妹      講員：梁華廣牧師 

讀經：朱月如姊妹      司琴：趙恩琪姊妹  

音響及投影：何浚銘、吳城堅弟兄  插花：朱秀娟姊妹 

招待：馬惠嬋、何珍姊妹  

2. 下主日第二堂崇拜事奉人員：早上 11:30 ─ 1:00 

主禮：陳穎璇姊妹      講員：梁華廣牧師  

讀經：張佩賢姊妹      司琴：伍中恩姊妹  

音響及投影：王得好弟兄    插花：朱秀娟姊妹  

招待：嚴家俊、呂潔文伉儷    獻詩：活靈詩班 

 

下主日事奉人員： 



預備禮  

1. 宣召 ﹝眾立﹞ 

2. 開會詩：但願萬民都來歌唱(頌 53)  ﹝眾立﹞ 

3. 認罪 ﹝眾坐﹞ 

4. 憐憫頌：頌 570 ﹝眾坐﹞ 

5. 宣赦  ﹝眾坐﹞ 

6. 讚美：頌 219(第 1,3節) ﹝眾坐﹞ 

7. 問安 ﹝眾立﹞ 

8. 當日禱文  ﹝眾坐﹞ 
   

聖道禮  

1. 讀經：以賽亞書 35:4-7上 

            雅各書 2:1-10、14-17       

（1051頁） 

（364頁） 
﹝眾坐﹞ 

2. 唱詩：上帝，更新我(頌新 87)    ﹝眾坐﹞ 

3. 福音前、後唱詩：頌 596  ﹝眾立﹞ 

4. 福音：馬可福音 7:24-37 （64頁） ﹝眾立﹞ 

5. 講題：主恩無界限   ﹝眾坐﹞ 
  

回應禮  

1. 回應詩：主啊，求祢醫治我們(頌新98) ﹝眾坐﹞ 
2. 認信 ﹝眾立﹞ 
3. 報告 ﹝眾坐﹞ 
4. 代禱：頌577 ﹝眾坐﹞ 
5. 奉獻：我今所作奉獻(頌424) ﹝眾坐﹞ 

  

差遣禮  

1. 祝福 ﹝眾立﹞ 

2. 差遣 ﹝眾立﹞ 

3. 散會詩：為耶穌活著(頌411) ﹝眾立﹞ 

 

 

 

 

 

 

 

 



1. 為 1/11起轉職至信義會平安堂梁牧師禱告，求主帶領他未來在平安堂
的服事，滿有主的召命、智慧和能力，帶領牧養弟兄姊妹，平安堂成
為主所喜悅的教會。 

2. 為信義幼稚園開課禱告，求主讓小朋友盡快適應新的學習，又加力給
校長、主任、老師們開課前各項準備和安排。 

3. 為本堂聘請教牧同工禱告，求主帶領和預備。 

4. 為陳詠恩宣教士在柬埔寨的服侍禱告，求主加力及賜智慧、健康給詠
恩宣教士，帶領團隊，服侍當地的學生和市民。 

5. 為已移居或準備移居海外弟兄姊妹禱告，求主賜他們平安，能盡快適
應當地生活。 

1. 今主日梁牧師往蒙恩堂證道。 

2. 今主日第二堂崇拜後舉行執事例會。 

3. 今主日崇拜中播放陳詠恩宣教士錄影短片，讓大家更了解她的近況，
更貼近地為她代禱。 

4. 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將於 26/9 崇拜後舉行，當日只有一堂崇拜
（上午 10:30）。請各教友預留時間出席。 

5. 本堂於 19/9 主日開始回復逢第三主日每堂崇拜後舉行分組祈禱會，
請大家預留時間，一起為世界、香港及教會禱告。 

6. 本會訂於 19/9(日)下午 3:30 假天恩堂舉行 2021 年度按立牧師典禮，
按立天恩堂陳慧冰教師為牧師。 

7. 信義會足球聯賽 22/8 本堂與道恩堂對賽，以零比一落敗。下一場賽
事於 26/9 下午 5 時至 6 時在聯合道運動場舉行，對手為葵恩堂。誠
邀大家繼續到場打氣，支持本堂足球隊。 

8. 因着教會教牧同工人手短缺，暫時未能聘請到全職教牧同工，執事
會在七月會議中通過聘請張佩怡牧師為兼職教牧同工，由 1/9/2021-

28/2/2022，為期半年。她主要的服侍包括：帶領合一團契、三個恩
典小組、教授洗禮班、主日學、聖餐主禮等。請大家為張牧師的服
侍及教會聘請教牧同工禱告，求主預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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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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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獻表請於九月底前交回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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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欄： 

堂務報告： 



奉獻宣教士儲備     $30,000  

奉獻本會內地關懷小組    $5,000 

11. 感謝主及大家的努力，截至八月底差傳儲備收到奉獻共$258,4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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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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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上週主日崇拜人數：第一堂 ─ 出席：65人 

               第二堂 ─ 出席：76人 

 上週兒童主日學人數：老師：6人 學生：14人 

15. 下主日兒童崇拜合班事奉人員： 

主席：鄭堅徒  收奉獻：梁衍博   讀經：余海菲 

禱告：關卓堯  司    琴：Youtube     *請家長協助提醒子女當值 

16. 八月主日崇拜出席人數： 

  出 席 合共 

1/8 
第一堂 72 

153 
第二堂 81 

8/8 
第一堂 67 

162 第二堂 95 

15/8 
第一堂 63 

140 第二堂 77 

22/8 
第一堂 86 

186 第二堂 100 

17. 團契活動：    

日 期 團  契 內  容 / 負 責 人 

10/9(五) 
恩  加 查  經 陳牧師 

恩  諾 Board Game 呂教師 

11/9(六) 大  專 Fact About Jeremy Jeremy 



 

1. 本會9/2021月份信義報電子版現已出版，主題：留與流，歡迎登入連

結瀏覽：https://www.elchk.org.hk/images/LutheranNews/286-preview.pdf 

2. 道聲出版社將於7/9及14/9(二)晚上7:30-9:30假真理堂舉辦「打開真相」

講座2021：研讀啟示錄及研讀方法，由周兆真院長主講，報名可瀏覽

https://bit.ly/3xHOux9，詳情請參閱海報。 

3. 本會家庭關顧部將於17/9(五) 晚上7:30-9:00網上舉行「21世紀的獅子

山下專題系列講座三—逆境家庭龍門陣」，講員區祥江博士，報名及

詳情可參閱海報。(14/9截止) 

4. 大衞城文化中心將於28/9-30/9假麥花臣場館舉辦「擊鼓、讚美」音樂

會，主題─「鼓」勵生命，講員─吳振智牧師，門票現於Cityline公開

發售，詳情請參閱海報。 

5. 海外宣教部將於8/10-5/11四個周五晚上7:30-9:00假信義樓五樓舉辨

「傳薪學堂」差傳課程，對象為教牧、差委、差傳部成員、對差傳已

有基礎認識的弟兄姊妹，講員曾國輝牧師及曾黃有卿師母，詳情可參

閱海報。報名https://forms.gle/TuvYL3uc4mVicHgy9 

6. 本會婦聯團契聯會將於13/11（六）下午2:00-4:00假真理堂舉行第44屆

感恩奉獻禮，並為本會神學生籌募神學教育款項，目標港幣25萬元，

鼓勵各弟兄姊妹參與及支持。詳情可參閱海報。 

7. 本會山景長者護理院現有兩個男宿位可供本會會友申請，如有需要請

與梁主任聯絡。 

8. 本會總辦事處現招聘會計助理、初級會計文員及接待員，職位均要求

中英文良好，並熟悉電腦操作，包括：Word及Excel，求職者請將履

歷和要求待遇電郵至exec_sec@elchk.org.hk信義會總會收。 

 

 

 

 

 

恩  盼 查  經 天天 

恩  曦 查  經 朱家垣 

恩  典 查   經 團友輪流負責 

12/9(日) 
中學團 番黎你咪知 Marco 

恩  悅 查  經 鄭文浩 

其他事項： 



*本堂移居海外家庭名單： 
請大家禱告紀念他們在當地的適應、學習、工作和生活。 

 

*兒童主日學家庭： 

 

 

 

 

 

 

 

 

 

每 週 箴 言 

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我還活著的時候要歌頌我的上帝！ 
    (詩篇 146:2） 

 本期鮮花奉獻：鍾永棠弟兄  

本堂同工： 

堂主任：陳玉萍牧師 

傳    道：呂穎希教師、梁華廣牧師、關永基教師、 

            張佩怡牧師(兼職教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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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友 / 家庭 移居地點 

1 范妙思、杜祺偉、杜安、杜信 英國 Glasgow 

2 游慧文、葉碧君、游浩然 台灣台北 

3 徐嘉輝、何雪雯、徐皓朗 英國 Baths 

4 羅家宜、陳世傑、陳可悅、陳可齊 英國 Sheffield 

5 楊穗鋒、宋芍瑤 英國 Buckingham 

6 謝雪求、李恩德 英國 Milton Keynes 

7 梁佩詩、劉倩兒 英國 Lymm 

8 郭文輝、馬惠珍、郭啓謙 英國 Sheffield  

9 陳婷婷、李天遨、李紫瑤 英國 Reading 

1 翟智榮、Sharon Choy、 

翟朗程、翟朗然 

英國 Lee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