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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顯現期第三主日早禱崇拜
(日 常 禮 讚 )
宣召經句（司禱）………………………………………………………眾立
主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擄的得釋放。
(路 4:18)
進堂詩………………普天頌讚 134 首(晨星歌)………………眾立
認罪及赦罪文…………………………第 1 頁………………………… 眾立
邀請文…………………………………第 2 頁…………………………眾立
歡呼頌（同讀）……………………第 11 頁…………………………眾立
詩篇……………………第 19 篇(舊約第 773 頁)………眾坐同讀
眾坐同讀：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世無盡。阿們。
第一次經課…………尼希米記8:1-3,5-6,8-10(舊約672頁)…………眾坐
讀經員：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感謝上主

全體靜黙片刻
請將閣下手提電話關掉，或較至靜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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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經課…………哥林多前書 12:12-31 上(新約 262 頁)………眾坐
讀經員：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感謝上主
全體靜黙片刻
第 三 次經 課 ……………路加福音4:14-21(新約93頁)……………眾坐
讀經員：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感謝上主

全體靜黙片刻
唱詩………………普天頌讚 376 首(實踐所信歌)………………眾立
講道………………………潘靄君牧師…………………………眾坐
使徒信經………………………第 1 3 頁 ……………………………眾立
祈禱………………………………第 13 頁………………………………眾跪
啟應禱文…………………………第 14 頁………………………………眾跪
顯現 期第三主日祝文（司禱） …………………………………眾跪
主啊，求祢施恩，使我們欣然接受救主耶穌基督的呼召，去向萬民傳
揚祂拯救的好消息，使我們和全世界都能看見祂所行的奇事的榮光；聖子
和聖父、聖靈，惟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阿們。
求平安禱文及求恩佑禱文…………第 15 頁…………………………眾跪
代禱 ……………………………蔡許子穎女士…………………… 眾跪
總謝文……………………………梁秀珊牧師…………………………眾跪
求允禱文及聖保羅祝文…………第 17 頁…………………………眾跪
獻禮邀請文………………………第 18 頁…………………………眾立
奉獻詩………………普天頌讚 410 首(願做主囚歌)………………眾立
獻禮頌(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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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眾立
四疊阿們……………………普天頌讚 675 首…………………………眾立
宣佈……………………………梁秀珊牧師…………………………眾坐
退堂詩……………………普天頌讚 364 首(愛歌)……………… 眾立
崇拜完畢，個人默禱。琴師奏殿樂。

《主日獻花芳名》
鍾郭慧玫師母

【 感恩及代禱事項 】
「願我的禱告，如香陳列在祢面前，願我舉手祈求，如獻晚祭。」詩 141:2

⚫

為世界：為各國之間的關係祈禱。求聖靈賜智慧給元首們，讓他們坦
誠合作，以人類的福祉為先。特別為中美貿易戰、以巴衝突、英國脫
歐及中台雙邊關係祈禱。

⚫

為香港：近日冬季流感肆虐，全港幼稚園停課。求主保祐學生老師們
免受疾病纏擾，也賜力量給學校、家長作出妥善的安排。在寒冷中，
特別為露宿者祈禱，也為在醫院中奮力照顧傷病者的醫院人員祈禱。

⚫

為教會合一祈禱：在基督徒合一祈禱週中，特別為普世教會合一祈
禱。因着不同的神學傳統及立場，宗派間學習彼此尊重。求天父憐憫
我們，並賜恩光普照我們，使教會信行合一，讓我們成為合一的見證
者，使上帝的光透過教會得以彰顯。

⚫

為聖提多堂代禱；為車品豪牧師及教友的靈命成長代禱；為聖公會馬
鞍山主風小學的福音事工代禱，特別為家長事工代禱；為社區的合作
夥伴：聖公會馬鞍山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代禱；為教會與社區中心能
更緊密合作服務居民，並一同為主作見證；為該堂升格為牧區代禱；
求上主垂顧，保守他們能茁壯成長。

⚫

為本堂事工及教友祈禱：為「雅各家長天地」
、為「年廿八慶團圓」、
「洗禮慕道班」事工祈禱。求主加力給我們，讓我們在事工上能夠「虔
誠奉獻我全生」，盡忠履行牧養、關懷及宣教等使命。我們也為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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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安的陳柏明先生、李熾權先生祈禱，求主醫治及安慰他們；亦為剛
返天家的勞楙勣先生、伍馬蘭芳女士祈禱，求天父接收他的靈魂，亦
安慰他的家人。
⚫

我地為潘靄君牧師蒞臨講道而感謝天父。求天父祝福潘牧師的事奉，
並為她所事奉的(澳門)聖保羅堂祈禱。

 牧區消息
【 歡迎潘靄君牧師 】
本主日得蒙潘靄君牧師蒞臨講道，以增信眾靈命，謹此致謝。潘牧師現任
香港聖公會(澳門)聖保羅堂主任牧師。

【 教友消息 】
本堂教友勞楙勣先生於 1 月 16 日早上在律敦治医院主懷安息，
享年 95 歲。安息禮拜詳情如下：
地點：聖雅各堂
安息禮拜：1 月 29 日（星期二）（不設守夜）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10 時贍仰遺容）
在安息禮拜後，有旅遊巴士接載親友前往哥連臣角火化場進
行火葬儀式。
請為勞楙勣先生主懷安息及家人代禱。

【 年廿八慶團圓 】
本堂關懷部希望與灣仔區獨居長者及本堂教友慶團年，特舉辦「年廿八
慶團圓」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 月 2 日（星期六）
時間：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
地點：本堂李國寶社區禮堂（堅尼地道 112 號）
內容：午膳、詩歌、分享等。
參加者：Ａ.灣仔區獨居長者 60 人（由聖雅各福群會轉介）
B.本堂獨居教友及義工 50 人
費用：每位十七元
截止報名：名額已滿，特此鳴謝各位教友的鼎力支持及贊助代金。
簡介會：在 2 月 2 日(星期六)上午 1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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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一月、二月份生日會及農曆新春團拜】
招待部及聯誼部定於本年 2 月 10 日(第二主日、初六)崇拜後，在李國
寶社區會堂合辦全堂一至二月份雙月生日會及新春團拜，歡迎全體教友出
席，互祝主賜新歲，分享在主裏的喜樂與祝福。歡迎各位帶備新年糕品，
共同分享。(請預備糕品之教友預先與沈姑娘聯絡)

【 雅各家長天地2019 】
雅各家長天地2019由聖雅各堂主日學、伉儷部、Rachel Club合辦，將於每
月第四個主日崇拜後舉辦，歡迎所有教友報名參加。
時間：11:30am-1:15pm（每月第四個主日）
地點：聖雅各堂二樓
每月主題及內容如下：
日期
主題
負責人
1月27日 孩子將來的世界
Rachel Club
2月24日 如何照顧新生嬰孩(0-3歲) 何靖醫生
3月24日 我和孩子的美麗時刻
Rachel Club
4月28日 品格心理測驗
許子穎女士
5月26日 生活點滴裏培育孩子品格 Rachel Club
6月23日 聖經如何教導做父母
梁秀珊牧師
7月28日 強項為本管教法
Rachel Club
8月25日 親子遊戲日(連午餐)
袁德璋女士
9月22日 親子關係元素
Rachel Club
10月27日
單建安教授、 張小洪先生、
基督化家庭分享
陳麗華女士
11月24日 孩子將來的世界
Rachel Club
12月22日
冬至暫停一次
收費：以家庭為單位，如出席率超過7成，將獲退回70%費用，詳情如下：
報名日期
每個家庭收費#
1-3月
$600
4-6月
$450
6月後
$300
查詢及報名可聯絡本堂同工沈姑娘或張姑娘，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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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洗禮慕道班 】
地點：聖雅各堂二樓
詳情如下：
1. 2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四時至六時半，聖雅各飯局(連晚飯)，及
2. 由 3 月 2 日至 7 月 20 日(逢星期六)下午四時至五時半
3. 洗禮日期：7 月 14 日(第二主日)
堅信禮日期：7 月 21 日(第三主日)
4. 凡有興趣認識基督教信仰、12 歲以上準備接受堅信禮或準備領洗者，
可報名參加。
5. 凡欲領洗者需出席九成以上課程，及清楚領洗的意義。
6. 報名：請向幹事部聯絡

本堂在去年 65 周年開始籌募神學教育及培育經
費，如本堂教友欲報名參加各項神學或其他培訓
課程，可向主任牧師申請津助費用，詳情可向幹
事部查詢。
 教區、教省及其他消息

2019 年世界公禱日- 「快來，一切已預備好」
自 1927 年，世界各國多個基督教團體每年都會舉辦世界公禱日，為到世
界不同的地區的宣教祈禱，2019 年將為到位於東歐的斯洛文尼亞祈禱。
基督教協進會世界公禱日(香港)委員會將於 2019 年 3 月 2 日(星期六)舉
行世界公禱日 。香港聖公會婦女總團作為其中的協辦單位誠邀各牧區教
友踴躍參加，以示支持世界各地的宣教事工，傳揚福音。
詳情如下：
日期： 2018 年 3 月 2 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3 時正
地點： 聖公會諸聖座堂(旺角白布街 11 號)
主題：「快來，一切已預備好」
講員： 范晉豪座堂主任牧師
崇拜内容包括：聨合詩班獻唱、婦女心聲、反省認罪禱告及代禱
査詢 23687123 Winnie Wong 基督教協進會執行幹事
婦女總團蕭馬麗眉姊妹（北角聖彼得堂）或崔羅美娟姊妹（救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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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嫁／喜慶聖工人員可免送賀禮 】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每年例行通告一次，凡有婚嫁喜慶，聖工人員一律可
免送賀禮，並仰各堂會員知照，為此特函奉達。

【香港聖公會婦女總團 2019 年第二期靈修舞班招生】
日期 ： 2019 年 2 月 20 日至 4 月 3 日（逢星期三）3 月 6 日停課
時間：7:15pm - 8:45pm
地點：聖匠堂副堂（紅磡戴亞街 1 號）
收費：$400（6 堂）
導師：陳安琪
選用詩歌：Gethsemane (Jenny Phillips)
報名及查詢：Ginny Chan (9780 1897)

【香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
神學月 2019：多角度看事工
地點：香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演講室
題目：刑事法與基督教事工
主講：薛國斌先生
日期：1 月 28, 30, 31 日
時間：晚上 7:15 - 9:15
語言：英語及廣東話
費用：每課$50
《環球教室直播》
神學學士密集課程：THL366 Christian Education
講師：Mr Jonathan Sargeant
日期：1 月 28 日至 2 月 1 日
語言：英語
時間：上午 10:00 至下午 4:00 (包括 1 小時午膳時間)
費用：$5,875 (現就讀神學學士課程學生) | $2,000 (全課程之旁聽生) | $500
(單日旁聽生)
題目：婦女在教會中的帶領
主講：黄慧貞教授、招璞君博士及陳睿文博士
日期：1 月 29 日
時間：晚上 7:15 - 9:00
語言：英語、普通話及廣東話
費用全免
《環球教室直播》
詳情及報名：https://goo.gl/4JtpMd
神學學士及碩士課程(與 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合辦)
2018-19 年度第二學期 (3 月至 6 月)
現已接受申請 (截止報名：2019 年 2 月 22 日)
神學學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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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THL105 舊約導論

講師
林金明博士

THL111 基督教神學
導論
THL131 早期教會歷
史
THL120 實用神學

鍾柏軒博士
Revd Dr Jim
West
紀約翰教授

語言
英語及普通
話
英語
英語
英語

上課時間
逢星期四晚上七
時
逢星期一下午二
時
逢星期三晚上七
時
逢星期二晚上七
時

神學碩士課程
科目
THL535 聖經及神學演繹
法研討
THL542 政治神學

講師
語言
上課時間
林金明博 英語及普通 逢星期三上午
士
話
十時
余天錫主 粵語及英語 逢星期二晚上
教
七時
THL513 基督教歷史研究
魏克利教 英語及普通 逢星期一晚上
方法
授
話
七時
以上課程乃根據「⾮本地⾼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辦理，個別僱主可
酌情決定是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神學學士課程（註冊
編號：212740）神學碩士課程（註冊編號：212741）
查詢
電郵：admission@minghua.org.hk Messenger:
http://m.me/hkskhminghua
電話：+852 2521 7708 WhatsApp: +852 5995 9695
主日(一月二十日)崇拜人數 147 人
探訪：
日期
1 月 20 日
1 月 23 日

被訪者
勞龔增纚女士

探訪員
劉翠蓮女士、余陸婉儀女士
戴周麗屏女士
劉翠蓮女士、王葉秀英女士
徐鍾笑琴女士

王玉琴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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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公會社服務專責委員與
教會政策文件導向委員合辦
我們雖眾 原是一體：聖公會堂、校、社服「三角關係」的挑戰與機遇
引言：香港聖公會多年來在發展教會事工以外，在不同牧區也建立學校及
社會服務，各自有長足的發展。隨著政府對學校及社會服務的資助不斷增
加，監管及規範也不斷加强。因此在法律運作及體系方面，名義上各自均
成為獨立個體，有時甚至成為教會內的「三角關係」。三頭馬車合作是近
年教會發展策畧的重點，當中的努力有不少機遇，也有困難和挑戰。是次
研討會，擬藉成功案例分享如何以大公的伙伴同行精神，回應此等情况，
讓聖公會牧者、教友、教育工作者及社服同工共同探討實踐秘訣。
日期： 2019 年 3 月 16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
地點： 聖士提反堂—聖堂
對象： 聖公會牧者、教友、教育工作者及社服同工約 200 人
程序：
時間
內容
09:30–09:35 祈禱開會
陳國強牧師
09:35–09:40 歡迎辭
賴錦璋先生
09:40–09:50 訓勉
鄺保羅大主教
09:50–10:10 主題演講—「我們的三角關係」
陳謳明主教
10:10–10:20 討論
10:20–10:50 計劃分享
1. 啟德豐盛生命之旅（東九龍教區）
2. 師友計劃合作模式—陶造生命工程、生
命培育師友計劃（主誕堂、聖馬提亞堂、
聖約翰座堂）
10:50–11:05 小休
3. 推動堂校社服合作的元素（西南聯區）
4. 拔萃男書院的社區關顧計劃
5. 澳門堂、校、社服合作—「語你樂童行」
多元學習支援計劃
11:50–12:20 公開討論
12:20–12:30 總結及祝福
郭志丕主教
報名：2 月 24 日前向幹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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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分享計劃摘要 研討會分享計劃摘要
1. 啟德豐盛生命之旅（東九龍教區）
東九龍教區因應啟德發展區的發展需要，結合聖公會堂校社服不同肢體的
力量，於 2016 年以「啟德豐盛生命之旅計劃」作為推動生命教育的試點，
成效顯著。教區未來將會繼續善用三頭馬車的優勢，在不同牧區推廣生命
教育，讓生命活得更豐盛。
2. 師友計劃合作模式—陶造生命工程、生命培育師友計劃（主誕堂、聖
馬提亞堂、聖約翰座堂）
不少研究指出良好的師友關係有助青年人個人發展、家庭關係及個人資產
建立，我們亦相信結集教友、老師及社工的力量，可以在培育青少年成長
上產生最佳的協同效應。「陶造生命工程」及「生命培育師友計劃」就是
在此理念下推行的活動。活動於中學招募學生，並由教友擔任成長嚮導
員，社工為學生及教友提供培訓、配對、安排活動等。教友透過定期與同
學接觸，建立友愛及正面的關係，啟發其正向發展；而透過成為他人的生
命嚮導，教友以生命影響生命，自己亦有很大的得著。
3. 推動堂校社服合作的元素 推動堂校社服合作的元素 （西南聯區）（西
南聯區）
凝聚牧區內堂、校及社服的資源，以支援個別需要多元化活動介入達致福
傳會工作的目的。
4. 拔萃男書院的社區關顧計劃
從多個以培育學生為理念的關懷社區計劃的經驗，拔萃男書院分享以學校
為本之社區支援服務，連結著堂、校、社服三頭馬車的協作。
5. 澳門堂、校、社服合作 -「語你樂童行」多元學習支援計劃
澳門社會對特別學習需要（SEN）學童的服務，較為滯後。學校及社區內
的服務仍屬起步階段。學生的需要主要由教育暨青年局負責，但只集中於
學生的能力評估，致令後續訓練不足，亦缺乏對家長的支援。
本計劃因應澳門的社會背景，於聖公會兩學校內推行先導計劃、輔以社服
的支援，讓學生的訓練更個別化及持久。亦由不同的教堂，强化對家長在
情緒及訓練資源上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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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崇拜及聖工一覽表 】
崇拜後

主日崇拜（全體）
兒童主日學（幼稚園至中學）
伉儷團契(主日)

崇拜後
崇拜後至 12:00

在職信徒讀書會(主日)
圖書館借書(第二及第四主日)

下午 2:00 至 4:00
下午或晚上

籃球隊
探訪

上午 8:45 至 9:15

上午 10:00
星期日

星期二/四

星期三

上午 10:00 至 15:30
晚上 8:00

早禱
成年部太極班/福音粵曲
查經班及聖雅各福群會生日會
查經班及探訪真光護老院
詩班練習

星期四

下午 12:20 至 1:20
上午 10:00

鄧肇堅中學雅各飯局
成年部(每月第一個星期五)

下午 12:50 至 1:15
下午 1:45 至 2:45

聖雅各小學午間真理樂園
聖雅各小學課內真理樂園

下午 3:45
下午 12:30-2:30

鄧肇堅中學基督徒團契
約書亞團契

下午 2:30

提摩太團契(中學組)

星期五

星期六

【 本主日聖工輪值 】
本主日早禱崇拜
主禮：梁秀珊牧師
司禱：盧錦釗先生
講道：潘靄君牧師
代禱員：蔡許子穎女士
讀經：霍兆邦先生(第一次經課)
薛君祥先生(第二次經課)
盧翠蘭小姐(第三次經課)
司琴：鍾智雅先生
十架：A 盧翠蘭小姐 B 盧淑嫻女士
招待及獻捐：
伍美嫦女士(組長)
1.蔡建德先生
2.王葉秀英女士
3.張素花小姐
4.張小洪先生
財政值日：李廖見平女士
插花輪值：黃何淑嫻女士
音響輪值：黃煒晴先生
鄧得銘先生

下主日聖餐崇拜
主禮：梁秀珊牧師
講道：張梓賢先生
代禱員：陳玉書先生
讀經：蕭爾昌先生(書信經課)
司琴：鄧華釧先生
侍從：
A 劉梓健先生
B 陳偉心女士
C 蕭諒銘先生
D 陳朗昇先生
招待及獻捐：
蕭劉瑞瓊女士(組長) 1.單何淑珊博士
2.阮群小姐
3.黃煒達先生
4.王葉秀英女士
財政值日：歐陽鍾雪芳女士
插花輪值：沈季紅女士
音響輪值：黃祖雄先生 黃煒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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