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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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 

第一堂 
主 禮：呂穎希教師 

讀 經：邱婉雯姊妹 

音響及投影：陳穎璇、謝雪冰姊妹 

司 事： 鍾永棠、甘惠芬伉儷 

              彭天晴、朱月如姊妹 

講 員：陳玉萍牧師 

司 琴：詹翹伊姊妹 

插 花：黃美貞姊妹 

招 待：陳惠英、邱燕貞姊妹 

聖餐襄禮：黃根良、梁燕媚執事 

第二堂 

主 禮：呂穎希教師 

讀 經：麥敏茜姊妹 

音響及投影：黎俊傑、關仲豪弟兄 

司 事： 馬麗華、張佩賢姊妹 

              嚴浩天、張顯駿弟兄 

講 員：陳玉萍牧師 

司 琴：伍中恩姊妹 

插 花：黃美貞姊妹 

招 待：嚴家俊、呂潔文伉儷 

聖餐襄禮：盧偉建、麥穎欣執事 

                    梁燕媚執事 
  

1. 26/12主日第一堂崇拜事奉人員：早上 9:00 ─ 10:30 

主禮：鄭文浩弟兄      講員：呂穎希教師  

讀經：張華泰弟兄      司琴：葉懿美姊妹  

音響及投影：謝雪冰、刁美君姊妹  插花：丁美珊姊妹 

招待：陳惠英、何珍姊妹     

2. 26/12主日第二堂崇拜事奉人員：早上 11:30 ─ 1:00 

主禮：鄭文浩弟兄      講員：呂穎希教師  

讀經：李兆智弟兄      司琴：鄭恩浩弟兄  

音響及投影：楊靝朗弟兄    插花：丁美珊姊妹  

招待：梁淑玲、鄧敏如姊妹  

 

26/12 主日事奉人員： 



預備禮  

1. 進堂詩：普世歡騰！救主下降 (頌 90) ﹝眾立﹞ 

2. 宣召：詩篇 98:1-9 (頌 112)  ﹝眾立﹞ 

3. 唱詩：天使歌唱在高天 (頌 100) ﹝眾立﹞ 

4. 當日禱文 ﹝眾坐﹞ 
   

聖道禮  

1. 讀經：以賽亞書 52：7-10 

                 希伯來書 1:1- 4 

（1087頁） 

（345頁） 
﹝眾坐﹞ 

2. 第一堂：聖誕清晨已來臨 (頌 117) 

第二堂：獻詩：救主君王今降生 

 

活靈詩班 
﹝眾坐﹞ 

3. 福音前：頌新 140(第二節)  

福音後：頌新 140(第三節) 
 ﹝眾立﹞ 

4. 福音：約翰福音 1:1-14 （139頁） ﹝眾立﹞ 

5. 講題：生命之道  ﹝眾坐﹞ 

6. 回應詩：我今唱聖誕歌 (頌 114)   ﹝眾坐﹞ 

7. 認信  ﹝眾立﹞ 
  

聖洗禮(第二堂)  

1. 唱詩：受洗在水中(頌新 56) ﹝眾坐﹞ 

2. 認信 ﹝眾立﹞ 

3. 施洗 ﹝眾坐﹞ 
  

 回應禮  

1. 報告 ﹝眾坐﹞ 
2. 代禱：頌新136 ﹝眾坐﹞ 
3. 奉獻：主聖誕節我真歡喜(頌107；1,2,6節) ﹝眾坐﹞ 

  

聖餐禮  

1. 唱詩：祢是聖潔(頌新68)  ﹝眾坐﹞ 

2. 聖頌：頌564、頌582、(問安) 頌555 ﹝眾立﹞ 

3. 施餐：頌新17、頌111、頌109 ﹝眾立﹞ 
  

差遣禮  

1. 祝福 ﹝眾立﹞ 

2. 差遣 ﹝眾立﹞ 

3. 散會詩：到山嶺去傳揚(頌122)  ﹝眾立﹞ 

 



1. 鄧翠英姊妹(張幼麟牧師母親)於 6/12(一)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定於
1/1/2022(六)下午 1:45假萬國殯儀館地下孝思堂舉行，其後往歌連臣角
火葬場進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其家人。 

2. 為準備領洗的李佩瑜姊妹、陳綿強弟兄禱告，求主堅固他們的信心，
並在上主的道中堅實成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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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本堂聘請教牧同工禱告，求主帶領和預備。 

1. 今天聖誕節，教會預備了聖誕禮物包（蛋糕），每人一份，祝大家
聖誕快樂！主恩滿溢！崇拜後大家亦可以在接待處取一份禮物包
（曲奇）送給身邊的朋友。 

2. 今天第二堂聖餐禮，兒童主日學學生會在 401 室領聖餐，請家長留
意。 

3. 今天每堂崇拜後影大合照。另第二堂崇拜後，請教牧、執事、辦公
室同工及詩班與受洗者一起拍照。 

4. 陳詠恩宣教士拍攝了一段短片，分享她在柬埔寨的服侍，請大家繼
續為她的事奉代禱。 

5. 教友年捐為港幣 200圓正，請用印有「年捐」之奉獻封奉獻。 

6. 2022年鮮花認獻表已貼於壁佈板上，請弟兄姊妹踴躍認獻，每次
$300。 

7. 本堂 2022年 1至 6月(第一及第二堂)主日崇拜事奉人員輪值表已編
定，請各弟兄姊妹到招待處索取，並注意負責的崗位及當值時間。
如有需要調動或查詢，請與張幹事聯絡。 

8. 本堂十一月份經常費奉獻$196,342.10 (2021年經常費預算每月收入
$308,300)，差傳儲備奉獻$2,500，慈惠儲備奉獻$3,494，經常費支出
$232,616.95，不敷$36,274.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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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洗禮班(三)─因祂的名得生命(三)在 8/1/2022-26/2/2022(六)共六課，
下午 1:3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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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詳情可聯絡教牧。 

10. 栽培部開設 Instagram帳戶 “lslc_cultivation” 

(https://instagram.com/lslc_cultivation)分享每週金句及書籍介紹，歡
迎各弟兄姊妹追蹤帳戶，在此平台獲得靈糧及共勉。 

11. 因第一堂使用副堂觀看直播需求降低，由 2/1/2022 主日起，暫停開
放副堂以作觀看直播之用，鼓勵大家在禮堂崇拜。 

代禱欄： 

堂務報告： 



12. 上主日本堂足球隊對錦上生命堂 1:1 和。 

13. 因應這兩年疫情嚴峻，弟兄姊妹遇到不同的經濟困難，在上年 8 月，
教會作出呼籲，鼓勵弟兄姊妹作慈惠儲備奉獻，並成立「新冠肺炎
疫情特別資助金」，幫助有需要的肢體。在 20/8/2020 至今，本堂共
收到 3位會友申請，並已批核發放款項。 

而在 8/2020-10/2021年，我們共收到慈惠儲備奉獻$164,016.40。 

我們除向 3 位會友作出援助外，也向經濟有需要的教會、社福單位
及基督教機構等作出奉獻。 

包括：本會神學教育、正生書院、信義會社會服務 2020賣旗、信義
會道風山堂、信義會堅信堂、福音證主協會、關懷貧窮網絡、明光
社。而在11月執事會中，我們通過向信義宗神學院（$20,000）、本
會海宣部（$20,000)、信義會道風山堂（$10,000）、大衛城文化中
心（$10,000)奉獻。詳細資料可參閱執事部壁報板。求主使我們成
為流通的管子，把上帝的恩典和福氣與別人分享。 

14. 本堂 2022月曆已印妥，每家庭可到招待處領取一份。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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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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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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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2月道聲通訊已出版，歡迎到招待處索取。 

2. 信義宗神學院第186期院訊現已出版，歡迎到招待處索取。 

3. 本會12/2021月份信義報電子版現已出版，主題：當下的平安，歡迎登

入連結瀏覽：https://www.elchk.org.hk/images/LutheranNews/289-preview.pdf 

印刷版可到招待處索取。 

其他事項： 



4. 本會青少年部將於7/1/2022-21/1/2022(週五共3 堂)於網上舉辦「《雅

歌》讀經班—監督與你講愛情」，費用全免，詳情及報名可參閱海

報。4/1/2022截止。 

5. 本會信徒培育部將於18/2/2022-25/3/2022(週五共6 堂)舉辦「2022 年節

期旗幟製作班」，地點信義樓五樓，導師伍中恩教授，費用每位

$1000(已包材料費。如同一堂會四人同時報名，一人免費參加)， 詳

情及報名可參閱海報。7/2/2022截止。 

6. 本會信徒培育部2022-23年度挪威CONNECT交流計劃現正招募，

8/2022年出發，為期一年，名額兩名，有意可參閱海報及與梁主任索

取報名資料。17/1/2022截止。 

7.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墳場(香港)「離世信徒家屬大額捐款之鍚安葬位

領用」即日起可公開領用，名額10個，申請詳情可與梁主任聯絡。 

 

 

 

 

 

 

 

 

 

 

 

 

 

 

 

 

 

今 日 箴 言 

上帝的命令就是：我們要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並且彼此相愛。    
(約翰一書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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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職教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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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佩瑜姊妹見證分享 

 

  大家好，我是李佩瑜 (Zoe) ，也

許我的名字有點陌生吧，但如果我說

我是海晴海菲的媽媽，大家就會

「哦」一聲，知道了。 

  

  記得當初返活靈堂的時候完全是

因為丈夫的推動和鼓勵，我的丈夫是

個基督徒。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見證。 

   

  我和丈夫結婚後五至六個月便有了 BB ，很感恩！接著下來我

們經歷了一個艱辛驚險的懷孕旅程。當時我懷孕第四星期便開始大

量出血，流血情況持續了超過五個月，期間我們諮詢了顧問醫生，

醫生也無法解釋個中因由。醫生只說：「順其自然罷，我們沒什麼

可以做的，如果你的身體要排走個胎兒，我們也沒辦法。」我和丈

夫聽完都呆了，我們去看醫生，醫生竟然說沒辦法？！於是我們不

再問為甚麼了，接受了現實，雖然要經常出入急症室和婦科病房，

也要努力保護好胎兒。終於，海晴都能健康地出世了。 

  

  誰知道接著下來的一年我們再經歷另一段使人不安的旅程。海

晴出世後 14天發現有心漏症，她的心臟有個 1cm的洞，我們的心

又再沉了一沉。我算是個理智和科學化的人，於是我馬上在網上找

資料，才發現原來 1000個 BB有 6-8 個會有心漏症。我記得當時丈

夫沒有發聲問為甚麼；而當時的我還未信主，我就不停在心裡問為

甚麼，為甚麼我如此的「好彩」呢？！。也許我實在是理智型，很

快便接受了現實然後又投入我要做的事，就是儘努力好好照顧這個

BB。按照醫生的吩咐，我們每月帶海晴到醫院做檢查，一年後醫

生發現海晴心臟 1cm的洞合上了，真是天大的喜訊，我和丈夫終於



可以鬆一口氣，放下這個心頭大石！ 

  

  對於當時未信主的我，只感到這一切都是很奇妙，沒法解釋。

然而已是基督徒的丈夫，一直已相信女兒是上帝賜給我們的。於是

在大女兒學會走路的時候，丈夫便推動和鼓勵我帶女兒返教會。後

來他建議我返活靈堂，因為我們住在山腰上，走路到山腳便是教會

了，很方便容易，也使我沒有藉口推卻。在大女兒 18 個月時，我

們開始返活靈堂。現在大女兒海晴 12歲了。 

 

  雖然丈夫沒有向我「講耶穌」，但當我回想起他在我們各個經

歷上的表現，我現在明白和感受到他對神的那種信靠和順服。 

 

  我們一家人在楊牧師、陳牧師、梁牧師和張牧師的牧養下，在

主內弟兄姊妹的陪伴分享扶持下，我們一家在活靈堂成長了。我感

恩在丈夫故作不經意的推動下，讓我和女兒們靠近了神。在活靈堂

的牧養下，我們的兩個女兒健康成長，我也有了平安喜樂。 

   

  今天是我向上帝確立關係日子，接受洗禮，冀望我在日後的信

仰生活路上，繼續信靠和順服上帝，相信衪為我預備一切，讓我為

上帝作更多的見證。 

 

 

 

 

 

 

 

 

 

 

 

 

 



陳綿強弟兄見證分享 

 

 我有三個女兒，一個兒子，

一向信奉民間信仰，會拜神，我

小兒子出生前，更因為拜觀音戒

食牛肉，一戒就數十年。十多年

前，大女兒信基督教，受浸加入

教會，是我家第一個受洗的人，

我和家人一起去觀禮，也是我第

一次參加教會活動。之後，另外

兩個女兒（婷婷和虹虹）都先後

在活靈堂受洗，雖然家人大部份

信基督教，我也沒有要改變自己信仰的念頭。 

 

 直至兩年前，一場大病，曾一度要入深切治療部，頓感生命無

常，期間女兒教會的牧者、弟兄姊妹常前來探望，向我傳福音，明

白自己一直所相信的並非真神，唯有上帝才是真正的神，我就在醫

院決志信主。 

 

 感恩不久後病癒出院，還邀請梁牧師到家裡清除偶像，那一

次，我和太太、兒子在牧師和女兒的見證下，一起決志信主，太太

（劉麗香）更在年前受洗加入活靈堂教會，很高興今日我也可以受

洗，和家人一起，得著信主的喜樂和福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