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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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五主日】 

第一堂 
主 禮：張冠琛弟兄 

讀 經：劉幼芬姊妹 

音響及投影：李振強弟兄、刁美君姊妹 

司 事： 陳浩才弟兄、曾嘉碧姊妹 

              詹翹嘉、陳迪恩姊妹 

講 員：呂穎希教師 

司 琴：詹翹伊姊妹 

插 花：刁美君姊妹 

招 待：馬惠嬋、何珍姊妹 

聖餐襄禮：鄭文浩、刁偉明弟兄 

第二堂 

主 禮：張冠琛弟兄 

讀 經：馬麗華姊妹 

音響及投影：鄺超強、楊靝朗弟兄 

司 事： 王得好、李兆智弟兄 

              麥敏茜姊妹 

講 員：呂穎希教師 

司 琴：伍中恩姊妹 

插 花：刁美君姊妹 

招 待：曾鎮雄、葉玉卿伉儷 

聖餐襄禮：麥穎欣、梁淑玲姊妹 
  

1. 下主日第一堂崇拜事奉人員：早上 9:00 ─ 10:30 

主禮：詹偉基弟兄      講員：周兆真院長  

讀經：劉心怡姊妹      司琴：趙恩琪姊妹  

音響及投影：張俊彥、吳城堅弟兄  插花：丁美珊姊妹 

招待：梁國耀、王秋娟伉儷     

2. 下主日第二堂崇拜事奉人員：早上 11:30 ─ 1:00 

主禮：詹偉基弟兄      講員：周兆真院長   

讀經：譚愛粦姊妹      司琴：鄭恩浩弟兄  

音響及投影：鄺超強弟兄    插花：丁美珊姊妹  

招待：盧光興弟兄     

 

 

下主日事奉人員： 



預備禮  

1. 宣召 ﹝眾立﹞ 

2. 開會詩：我靈，讚美天上君王(頌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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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禱文  ﹝眾坐﹞ 
   

聖道禮  

1. 讀經：但以理書 12:1-3 

            希伯來書 10:11-14、19-25  

（1333頁） 

（354頁） 
﹝眾坐﹞ 

2. 唱詩：我將我罪歸耶穌(頌 348) 

獻詩：是祢應許           

 

活靈詩班 
﹝眾坐﹞ 

3. 福音前、後唱詩：頌 596  ﹝眾立﹞ 

4. 福音：馬可福音 13:1-8           （75頁） ﹝眾立﹞ 

5. 講題：還不是終結  ﹝眾坐﹞ 
  

 回應禮  

1. 回應詩：祢國降臨(頌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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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禮  

1. 唱詩：我心喜樂恭迎救主(頌260) ﹝眾坐﹞ 

2. 聖頌：頌564、頌565、(問安)、頌566 ﹝眾立﹞ 
3. 施餐：頌58、頌382、頌新62 ﹝眾坐﹞ 

  

差遣禮  

1. 祝福 ﹝眾立﹞ 

2. 差遣 ﹝眾立﹞ 

3. 散會詩：起來，天國已經近了 

                (頌82；第1-3、7節) 

﹝眾立﹞ 

 

舉行聖餐禮時，請各家長陪同 貴子女安坐身旁，並保持安靜。 

 



1. 游嘉榮弟兄(游坤儀爸爸)病重現於九龍醫院留醫，求主醫治看顧。 

2. 李艷薇姊妹現轉往沙田醫院療養，求主醫治看顧。 

3. 詹太（麥碧嫻）因病入住威爾斯醫院，求主醫治幫助。 

4. 為患病弟兄姊妹(李艷薇、邱燕貞)禱告，求主醫治，賜下平安。 

5. 為本堂聘請教牧同工禱告，求主帶領和預備。 

1. 今主日張佩怡牧師往信義會榮真堂講道。 

2. 梁壽康行政主任將於 25/11-2/12放年假。 

3. 今主日下午 2-4時，在教會禮堂舉行「激賞會」，讓事奉人員彼此認
識同鼓勵，誠意邀請每一位事奉人員一齊參與。已訂午餐事奉人員
請到招待處白板查看用膳安排。 

4. 今主日下午 5-6時，於巴富街 7人足球場將舉行信義聯足球比賽，由
本堂球隊對賽靈安堂球隊，鼓勵弟兄姊妹到場打氣。 

5. 本堂十月份經常費奉獻$374,397.20 (2021 年經常費預算每月收入
$308,300)，差傳儲備奉獻$10,000，慈惠儲備奉獻$3,616，經常費支
出$319,382.05，今月盈餘$55,015.15，求主幫助我們有力量和信心奉
獻。詳細報告可參閱壁報板或招待處取閱。 

6. 錦上生命堂張展昭弟兄與本堂梁家翎姊妺將於 27/11(六)下午三時假
信義會元朗生命堂舉行婚禮，本堂祝賀一對新人永結同心。(於限聚
令下，只能接待受邀人士前來觀禮，敬請見諒，詳情請與一對新人
聯絡。) 

7. 劉摯諾弟兄及戴雪然姊妺將於 20/11(六)上午十時假信義宗神學院明
節堂舉行婚禮，本堂祝賀一對新人永結同心。(於限聚令下，只能接
待受邀人士前來觀禮，敬請見諒，詳情請與一對新人聯絡。) 

8. 陸艷媚姊妹於29/10（五）誕下麟兒，母子平安。本堂恭賀陸艷媚姊

妹弄璋之喜。 

9. 本堂 2022月曆已印妥，每家庭可到招待處領取一份。 

10. 因着兒童級主日學學生須在 11:30使用副堂，作為合班崇拜及分班之
用，如弟兄姊妹在 11:30前使用副堂，煩請把成人椅子收妥，放在會
議室內，以方便兒童級主日學老師佈置場地，謝謝大家的合作。 

11. 兒童主日學季刊第 33期(2021年 10月號)已出版，歡迎弟兄姊妹到接
待處取閱實體版本，亦可留意活靈廣播訊息以下載電子版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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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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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欄： 

堂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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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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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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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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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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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主日崇拜出席人數：第一堂 ─  66人 

          第二堂 ─  107人 

 上週兒童主日學出席人數：老師：7人 學生：21人 

20. 下主日兒童崇拜合班事奉人員： 

主席：關教師  收奉獻：溫灝洋   讀經：余海菲 

禱告：孔德正  司    琴： /         *請家長協助提醒子女當值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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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 
第一堂 52 

134 第二堂 82 

17/10 
第一堂 66 

157 第二堂 91 

24/10 
第一堂 75 

156 第二堂 81 

31/10 
第一堂 68 

144 第二堂 76 

  平均 147 

22. 團契活動：    

 

1. 本會11/2021月份信義報電子版現已出版，主題：持「家」有道，歡迎

登入連結瀏覽：https://www.elchk.org.hk/images/LutheranNews/288-

preview.pd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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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海宣部將於12/12(日)下午3:00-5:00假信義樓五樓舉辦【LOC 十周年感

恩聚會】，內容：歷屆短宣隊員重聚、感恩分享、回顧與展望、與

LOC 同工視像互動，名額： 60 人，網上報名可登入連結：

https://forms.gle/AxkycRwhRCuAUjNZ9 

日 期 團  契 內  容 / 負 責 人 

18/11(四) 合  一 查   經 關教師 

19/11(五) 喜  樂 查   經 李振強 

20/11(六) 

大  專 查   經 吳城堅 

恩  盼 婚   禮 各團友 

恩  曦 查   經 關教師 

恩  典 查   經 團友輪流負責 

21/11(日) 
中學團 專   題 呂教師 

恩  悅 合   團 職員會 

其他事項： 



4. 建道無牆教室（第五期）現開始接受報名，課程包括以斯拉記研讀

(導師高銘謙牧師)及歌羅西書研讀下(導師梁國權老師)，報名請按

https://bit.ly/3vIrFtL 
 

 

 

 

 

 

 

 

 

 

 

 

 

 

 

 

 

 

 

 

 

 

 

 

每 週 箴 言 

          我們要堅守所宣認的指望，毫不動搖，因為應許我們的那位是

信實的。 
(希伯來書 10:23） 

 本期鮮花奉獻：黃國華、馮自可伉儷  

本堂同工： 

堂主任：陳玉萍牧師 

傳    道：呂穎希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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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