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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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七日【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一主日】 

第一堂 
主 禮：鄭文浩弟兄 

讀 經：何珍姊妹 

音響及投影：湯海浩、陳浩才弟兄 

司 事： 馮志寶、李振強伉儷 

              曾嘉碧、李碧琪姊妹 

講 員：陳玉萍牧師 

司 琴：葉懿美姊妹 

插 花：梁淑玲姊妹 

招 待：周小玉、孟慶芳姊妹 

 

第二堂 

主 禮：鄭文浩弟兄 

讀 經：黃美貞姊妹 

音響及投影：關仲豪弟兄、刁美君姊妹 

司 事： 梁淑玲、鄧敏如姊妹 

              黃琬雯姊妹 

講 員：陳玉萍牧師 

司 琴：陸穎琦姊妹 

插 花：梁淑玲姊妹 

招 待：盧光興弟兄 

 
  

1. 下主日第一堂崇拜事奉人員：早上 9:00 ─ 10:30 

主禮：呂穎希教師      講員：伍中恩姊妹 

讀經：詹偉基弟兄      司琴：陳紫嫣姊妹  

音響及投影：林希德、謝雪冰姊妹  插花：朱麗群姊妹 

招待：鍾錦英、黃美歡姊妹    獻詩：活青敬拜隊 

2. 下主日第二堂崇拜事奉人員：早上 11:30 ─ 1:00 

主禮：呂穎希教師      講員：伍中恩姊妹  

讀經：黎倩嫻姊妹      司琴：劉俊文弟兄  

音響及投影：關仲豪弟兄    插花：朱麗群姊妹  

招待： 謝浩民、馮珠霞伉儷    獻詩：活靈敬拜隊 

 

 

下主日事奉人員： 



預備禮  

1. 宣召 ﹝眾立﹞ 

2. 開會詩：高聲頌讚主(頌新 2)  ﹝眾立﹞ 

3. 認罪 ﹝眾坐﹞ 

4. 憐憫頌：頌新 136 ﹝眾坐﹞ 

5. 宣赦  ﹝眾坐﹞ 

6. 讚美：頌新 9 ﹝眾坐﹞ 

7. 問安  

8. 當日禱文  ﹝眾坐﹞ 
   

聖道禮  

1. 讀經：以賽亞書 53:4-12 

            希伯來書 5:1-10  

（1088頁） 

（348頁） 
﹝眾坐﹞ 

2. 唱詩：不變的基督(頌新 80)  

獻詩：至聖教會立磐石上(頌 292)  

 

活靈詩班 
﹝眾坐﹞ 

3. 福音前、後唱詩：頌 596  ﹝眾立﹞ 

4. 福音：馬可福音 10:35-45           （70頁） ﹝眾立﹞ 

5. 講題：堂慶所為何事？……回應上帝的使命 !  ﹝眾坐﹞ 
  

 回應禮  

1. 回應詩：立志擺上 ﹝眾坐﹞ 
2. 認信 ﹝眾立﹞ 
3. 報告 ﹝眾坐﹞ 
4. 代禱：頌新130 ﹝眾坐﹞ 
5. 奉獻：奉獻與你(頌新91) ﹝眾坐﹞ 

  

差遣禮  

1. 祝福 ﹝眾立﹞ 

2. 差遣 ﹝眾立﹞ 

3. 散會詩：我們歡欣前行(頌226) ﹝眾立﹞ 

 

 

 

 

 

 

 



1. 本堂教友黃志成弟兄於 12/10(二) 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2. 為幼稚園師生禱告，求主幫助學生有健康的身體，在老師悉心教導下，
不單知識增長，與同學愉快相處，有喜樂的生命，成為上主所喜悅的
孩童。 

3. 麥碧嫻姊妹(詹振偉太太)因血壓甚高現於威爾斯醫院留醫，現已出院
回家休息，求主看顧。 

4. 本堂教友梁傑枝弟兄(梁壽康父親) 辭靈禮定於 18/10(一)上午十一時假
屯門醫院 A座殮房舉行，隨即往和合石火化場舉行火葬禮，求主安慰
其家人，賜下平安。 

5. 為本堂聘請教牧同工禱告，求主帶領和預備。 

1. 今主日為本堂 72 周年堂慶崇拜，每堂崇拜後有切蛋糕儀式及拍大合
照、教會預備了小禮物送給弟兄姊妹，每人一份。 

2. 今主日每堂崇拜後舉行禱告會。 

3. 14/11(日）下午 2-4 時，在教會禮堂舉行「激賞會」，這個聚會是對
所有事奉者一個激勵和欣賞，請大家預留時間參與。詳情容後公佈。 

4. 凡預備在今年聖誕節中受洗的長者或有家長希望讓兒童接受洗禮者，
請與陳牧師聯絡安排。 

5. 本堂九月份經常費奉獻$226,837.40 (2021 年經常費預算每月收入
$308,300)，差傳儲備奉獻$17,200，慈惠儲備奉獻$2,509，經常費支
出$264,248.90，今月盈餘$31,081.28 (其他收入：債券利息$2,500、
呂教師產假酬金津貼$13,397.77、陳牧師工傷賠償津貼$52,595.01)，
求主幫助我們有力量和信心奉獻。 

6. 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已於 26/9 主日順利完成，當日議案通過提請
按立呂穎希教師為牧師及 2022-2024 年度執事選舉，三位當選執事：
黃根良、刁偉明及謝永強弟兄。 

7. 洗禮班(二)─因祂的名得生命(二)在 9/10-13/11(六)共六課，下午
1:30-2:30 於會議室舉行，導師張佩怡牧師，凡準備洗禮、轉會或堅
信禮都要上洗禮班(二)(三)，詳情可聯絡教牧。 

8. 成人及青年級主日學課程【彼得前書】現已開課(10/10、17/10、
24/10、7/11)，逢星期日上午 10:30-11:25 舉行，導師張佩怡牧師，
可到招待處報名。 

9. 禮堂長椅兩旁有綠色代禱卡及探訪邀約表，若弟兄姊妹有代禱需要
或想邀約教牧同工前來探訪可填妥該表格並交予本堂幹事或教牧同
工，又或放入代禱箱內讓同工跟進。 

代禱欄： 

堂務報告： 



10. 陳詠恩宣教士最新一期代禱信已張貼於壁報板上，歡迎閱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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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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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宣教士儲備     $30,000  

奉獻本會內地關懷小組    $5,000 

13. 感謝主及大家的努力，截至九 月底差傳儲備收到奉獻共$275,60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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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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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上週主日崇拜出席人數：第一堂 ─  52人 

          第二堂 ─  82人 

 上週兒童主日學出席人數：老師：6人 學生：16人 

17. 下主日兒童崇拜合班事奉人員： 

主席：馮自可  收奉獻：楊嘉勝   讀經：黃諾言 

禱告：王以諾  司    琴：陸穎琦        *請家長協助提醒子女當值 

18. 十月主日崇拜出席人數： 

  出 席 合共 

3/10 
第一堂 71 

145 
第二堂 74 

 

 

 

 



19. 團契活動：    

 

1. 本會10/2021月份信義報電子版現已出版，主題：按立，歡迎登入連結

瀏覽：https://www.elchk.org.hk/images/LutheranNews/287-preview.pdf  

印刷版可到招待處索取。 

2. 信義宗神學院第184期院訊現已出版，歡迎登入連結瀏覽，印刷版可

到招待處索。

https://lts.edu/2013/downloads/presswork/newsletter/C185.pdf 

3. 道聲出版社十月通訊現已出版，可到招待處索。 

4. 海宣部「柬埔寨LOC通訊」創刊號現已出版，可到差傳部壁報細閱，

接待處有少量印刷版可供索取或瀏覽

https://www.elchk.org.hk/hk/overseas-mission/loc 

5. 第36屆基督教聯合書展將於21/10(四)-27/10(三)假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禮

堂舉行，歡迎赴會。詳情可瀏覽 http://www.acp.org.hk 

6.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第27屆培靈奮興大會將於1/11(一)-7/11(日)晚上假

尖沙咀浸信會舉行，講員伍山河牧師，主題「在信仰中邁進豐盛」，

歡迎赴會。 

7. 本會信徒培育部與「譜頌音樂」於12/11(五)晚上8:00假天恩堂合辦

《荒野中的榮光——路加福音聖誕詠》歌述敬拜，費用全免，歡迎赴

會。詳情可參閱海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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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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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團  契 內  容 / 負 責 人 

21/10(四) 合  一 查   經 關教師 

22/10(五) 恩  加 祈禱分享會 陳牧師 

23/10(六) 

大  專 Fact About 知行 楊知行 

恩  盼 查   經 劉摯諾 

恩  典 查   經 團友輪流負責 

24/10(日) 
中學團 富  豪 嘉俊/天晴 

恩  悅 查   經 呂教師 

其他事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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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週 箴 言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

作多人的贖價。 
                                                                                      (馬可福音 10:45） 

 本期鮮花奉獻：喜樂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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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