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活靈堂
2021-2025 主題：成為一個有生命力的門徒
2022 目標：培育有能力承擔教會事奉的門徒
2022 口號：發揮恩賜、事主愛人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復活後第二主日】
(直播版)
主 禮：呂穎希教師
講 員：黃莉莉教師
讀 經：關永基教師
司 琴：葉懿美姊妹
影 音：蒙紀聖，李振強弟兄、林希德姊妹
預備禮
1. 宣召
2. 開會詩： 主復活 (頌 171)
3. 認罪
4. 憐憫頌：憐憫頌 (頌新 126)
5. 宣赦
6. 讚美： 讚美-榮耀頌 (頌新 127)
7. 當日禱文
聖道禮
1. 讀經：使徒行傳 5:27-32
啟示錄 1: 4-8
2. 福音前、後唱詩：頌 174(副歌)
3. 福音：約翰福音 20:19-31
4. 講題：復活的耶穌給你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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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禮
1. 回應詩：主召我們 (頌新 35； 1,2,4節)
2. 認信
3. 報告
4. 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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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遣禮
1. 祝福
2. 差遣
3. 散會詩：耶穌復活得全勝 (頌165)

﹝眾立﹞
﹝眾立﹞
﹝眾立﹞

下主日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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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佩怡牧師
讀經：陳惠蓮姊妹
司琴：詹翹伊姊妹
影音：林希德姊妹、湯嘉俊弟兄、何浚銘弟兄 插花：麥敏茜姊妹
招待：張灶英、黃慧嫻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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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佩怡牧師
讀經：黃琬雯姊妹
司琴：劉俊文弟兄
影音：阮家星弟兄
插花：麥敏茜姊妹
招待：劉壁光、佘靜蘭伉儷
五月份司事: 第一堂: 黃家星、黃玉蓮伉儷、刁美君姊妹、劉凱瑤姊妹
第二堂: 馮珠霞姊妹、莊佩珠姊妹、何曉穎姊妹

代禱欄：
1. 吳陳聯英姊妹於 18/4(一)在威爾斯醫院安息主懷，享年 97 歲。辭靈禮
訂於 12/5(四)上午 10:00 假醫院舉行。稍後再確定火葬禮的地點。求
主帶領各方面的預備，兒子回港奔喪的安排及程序順利進行。願主賜
下平安與安慰給家人摯親！
2. 游嘉榮弟兄的辭靈禮訂於 9/5(一)下午 12:15 假靈實醫院舉行。辭靈禮
後於鑽石山火葬場舉行火葬禮。求主帶領當日一切程序順利進行及賜
下平安與安慰給家人摯親！
3. 蕭孟慶芳姊妹的母親王玉珍女士於 11/4 離世，現安排於 19/5(四)晚上
假紅磡寰宇殯儀館守夜，翌日出殯及火葬。請為伯母的家人摯親禱告。
求上帝親自賜下安慰！
4. 為中學文憑試考生禱告，求主帶領文憑試能順利，又賜各考生免受感
染，有健康平安的心靈應考。
5. 本港幼稚園、小學、中學在 19/4（二)分階段復課，求主保守老師們
開學前各項的準備、學生的適應，讓大家帶着平安喜樂的心迎接新的
學習！
6. 為本堂需要聘請教牧同工和辦公室同工禱告，求主帶領和預備。
7. 為俄烏戰事禱告，兩國戰爭已近兩個月，雙方都有不少陣亡和受傷的
士兵。烏克蘭多處受到俄軍轟炸，有不少平民死傷，也有大量國民逃
離家園，求主幫助保守他們，讓他們得到適切的援助，又讓兩國能盡
快達成和平協議，人們能夠重建家園、重新過著正常平安的生活！

堂務報告：
1. 多謝黃莉莉教師蒞臨證道
2. 一月份執事會中通過陳玉萍牧師因身體及個人原因在 1/6 起請辭活靈
堂堂主任及傳道之職，並委任呂穎希教師在 1/6-30/11 為代堂主任。
陳牧師最後的工作日期為 17/4（日）。
3. 活靈堂年度奉獻收據 (4/2021-3/2022)申請表格已開放於下網址填寫，
https://forms.gle/YMREqjUpqhZ5z61E6，截止申請日期：30/4/2022。
4. 有鑑於政府政策對宗教場所的防疫規定，現希望各會友能提供疫苗
接種情況以便堂會安排各項聚會及活動，各位可於以連結填寫電子
表格或於辦公時間內致電辦工室同工提供資料。
https://forms.gle/tW8PoznTr8HrZubR7
5. 政府現已放寬宗教聚會人數至場地可容納人數 50%，本堂禮堂仍保
持隔行坐，每行可坐 4 人，共可容納約 90 人。
6. 21/4 起，各團契可以回教會進行實體聚會，兩堂崇拜於 1/5 恢復實體
進行。唯弟兄姊妹在每次進入教會出席任何聚會，必須使用安心出
行應用程式及出示疫苗通行證作為記錄。
7. 兒童主日學會在 15/5 復課。
8. 29/5（日）為一堂崇拜，之後舉行陳玉萍牧師歡送會。
9. 本堂現有適量快速檢測套裝(ENCODE SARS-COV-2 Antigen Rapid
Test Device)可供會友免費領取使用，各會友每次領取可獲 10 套，領
取前請先致電辦公室查詢及預約。
10. 「差傳 儲備 信心 認獻 」暫只 收到 幾位 弟兄 姊妹回 覆， 認獻 金額 為
$146,500，距離目標還剩$221,500，請弟兄姊妹繼續奉獻支持及代禱。
11. 為宣教事工能順利及持續進行，以及支持各宣教士的生活，本堂差
傳部 2022年度差傳儲備信心認獻表現已開放於下網址填寫，鼓勵弟
兄姊奉獻支持宣教事工，使福音得以廣傳：
https://forms.gle/eCFkFPsCCpQZFFWb8

若以郵寄支票方式奉獻，請在支票背面註明「差傳信心認獻」及
閣下中文全名。
2022 年「差傳儲備」預算：
$368,000
奉獻本會海外宣教部經常費
$65,000
奉獻支持荷蘭洪盛霞牧師夫婦、
柬埔寨吳炳南夫婦及
德國陳永安宣教士事工及生活費
$15,000
奉獻柬埔寨陳詠恩支持宣教士事工及生活費
$253,000
奉獻宣教士儲備
$30,000

12.

13.
14.

15.

奉獻本會內地關懷小組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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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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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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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主日直播崇拜最高瀏覽數量：80 次
上週兒童主日學視像上課人數：老師：9 人 學生：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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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負責人
疫情暫停
沙馬區釋經講座
查 經
Facts About Nat
水變酒

教牧及職員關顧
牧者及團友輪流負責
Nat
Jas & Woody

其他事項：
1. 柬 埔 寨 LOC 通 訊 季 刊 第 三 期 電 子 版 現 已 出 版 ， 可 瀏 覽
https://www.elchk.org.hk/hk/overseas-mission/loc
2.

本會4/2022月份信義報電子版現已出版，主題：現代牧羊人，歡迎
登入連結瀏覽：
https://www.elchk.org.hk/images/LutheranNews/293-preview_1.pdf

本會海宣部 4月代禱信已供閱讀，可瀏覽
https://www.elchk.org.hk/hk/overseas-mission/2021-09-29-08-04-09
4. 信徒培育部將於2022年5月舉辦「崇拜主禮訓練班」，誠意邀請本會
信徒參加，詳情如下：
日 期： 2022年5月6、13、20及27日（逢週五，四堂）
時 間： 晚上7:30-9:30
地 點：信義樓五樓（油麻地窩打老道50A）或視乎當時疫情而轉為
網上授課
講 員： 趙慧德牧師（信義宗神學院院牧，崇拜及禮儀學講師）
內 容： 1. 認識崇拜禮儀及主禮角色
2. 崇拜中的節奏——表達的藝術
3. 如何撰寫當日禱文
4. 崇拜中的代禱
對 象：本會崇拜主禮或其他有興趣參加的肢體。
費 用：港幣300元
名
額：30人
截止日期：2022年5月3日（週二）
報名方法：
1. 將報名表連同支票寄／交「油麻地窩打老道50A信義樓 4 樓
（信徒培育部）」，或
2. 把報名表及付款憑據電郵至reg@elchk.org.hk。
付款方法：
1. 支票—— 抬頭「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2. 轉數快FPS—— FPS識別碼：162197768；
3. 網上銀行轉帳—— 中國銀行戶口：012-874-0-009670-7
*如使用付款方式2或3，入數後請把入數收據的照片或轉數截圖電郵
至reg@elchk.org.hk。有關入數證明必須清楚顯示入數日期、時間、
帳號、金額及交易結果。
備 注：所有報名以交妥表格及費用作實，不設預留名額。
查 詢：23885847（總辦事處信徒培育部王小姐）
3.

5.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墓園部轄下香港薄扶林道《華人基督教墳場（香
港》新一批「可續期葬位」即日起公開領用。該批葬位數量合共29
個。申請詳情可與劉幹事聯絡。
6. 信義宗神學院延伸課程- 心道行信徒培育課程及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
課程專為在職信徒而設計，修學期為 1 年- 4 年的兼讀課程。
◼ 課程結合聖經和神學、靈修和輔導、領導和生活等範圍；幫助
學員從多角度學習，落實在職場中反思信仰，服侍上主，活出
召命。
◼ 專責課程導師關顧，幫助學員在知性和靈命上成長、了解個人
呼召，成為具深度的信仰實踐者。
截止報名： 2022 年 4 月 30 日 及 2022 年 6 月 30 日
查詢電話 2691 1520
WhatsApp：5242 9691
電郵 tee@lts.edu

7. 信義宗神學院校本部《專讀或兼讀日間課程》2022-2023 年度秋學期
招生，如欲了解課程詳情可致電查詢，查詢電話 2691 1520

8. 本會海宣部今年推動的主題為「關愛世界的宣教」，會與挪威差會
(NMS)合作，共同策劃了「Live Simply Challenge / 挑戰簡約生活」
的一項計劃，鼓勵年輕信徒深入了解基督信仰與關愛受造世界的關
係，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出來。
對象為 18 至 30 歲青年，活動為期一年，由 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5 月

1. 參加費用為 $500; 另
2. 必須參與自籌計劃，尋找 15-20 人成為支持顆伴，每人每月支持
$100，條件是參加者需完成每月挑戰。自籌目的是讓更多人透過
參加者認識相關議題，並在恆常小額奉獻中予以支持。全年導師
費、活動費及海外交流費(如適用) 會在自籌計劃中收取。
3. 申請日期： 01/4/2022 - 15/5/2022
4. 對 象：a）本會受洗信徒；
b）年齡介乎 18 至 30 歲；
c）高中畢業；
d）能用英文溝通
5. 名 額：9 名
此計劃適合在學的大專/大學生以及在職青年參加。活動會安排在平
日晚上及週末。
如有查詢，請致電 2855 3951 或 Whatsapp 短訊致 9702 7218 聯絡拓
展差傳教育幹事鍾美儀教師。

每週箴言

耶穌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
們。」
(約翰福音 20:21)
 本期鮮花奉獻：甘惠芬姊妹 
本堂同工：
堂主任：陳玉萍牧師 (休假)
傳 道：呂穎希教師、關永基教師、張佩怡牧師(半職教牧)

幹事︰ 趙慧詩姊妹
半職幹事：劉春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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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