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主復活日聖餐崇拜
日期：2019 年 4 月 21 日(主日)
時間：上午八時及十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聖公會聖士提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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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默想
【救主復活日】
「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為我們
被殺獻為祭牲了，所以，我們來守這節。」
(哥林多前書 5:7-8)

香港島教區主教：鄺保羅大主教
香港島教區榮譽主教：鄺廣傑榮休大主教
西南聯區聖品：葉錦輝牧師(聯區主任，聖士提反堂主任、聖路加堂主任)
林壽楓法政牧師(聖士提反堂輔理聖品) 何潔瑩牧師(聖提摩太堂主任)
劉偉倫牧師(聖士提反堂助理聖品)
蔡樂媚會吏(聖士提反堂助理聖品)
義務宣教主任：戴德正先生、莫榮基先生、龐元燊先生 義務行政主任：呂大衛先生
常 務 助 理 ：張北江先生
項 目 助 理：葉滿華先生
幹
事 ：潘尚文先生(事工發展)、辜若素女士(會計)、余美鳳女士(文書)、
阮淑明女士(探訪)、黃祉榕女士(關懷探訪)
湯子熯先生(西南聯區傳道助理)、饒偉玲女士(西南聯區葡萄園事工拓展)
職工：劉金好女士、陳為民女士、鍾愛蓮女士
駐堂社工：黃玉君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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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聖工輪值】
四月二十一日
救主復活日(白)
★上午八時聖餐崇拜★ (公禱書)
★上午十時三十分聖餐崇拜★（第二式）
主禮：葉錦輝牧師
主禮：葉錦輝牧師 ＼ 講道：劉偉倫牧師
講道：劉偉倫牧師
襄禮：劉偉倫牧師、蔡樂媚會吏
襄禮：蔡樂媚會吏
舊約：吳克正 ＼ 書信：馮呂中儀
舊約：杜美玲
持杯：王紫珊、戴德正、蕭鄺穎妍
書信：周廖羨齡
代禱：温美儀、葉陳瑞慈
聖壇侍從：曾錦程、黃天忠、 聖壇侍從：呂兆衛、朱顯君、朱陳碧琪、陳至生、
林志宗、陳麗薏、羅志勇
魏碧華、呂頌珧、郭張凱琳、羅潘杏珍、
呂兆衛、温美儀、杜美玲
劉瑞銘
司琴：呂頌萱
樂齡詩班獻唱：祂為了我們
司事主理員：邵嘉麗
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
招待及司事：周廖羨齡、孫卓挺 中級詩班及小詩班獻唱：
聖歌團獻唱：
Hallelujah from Messiah
音響控制員：龐士諤、趙崇禧 司琴：湯袁華惠 ＼ 小提琴：呂頌珩
聖詩：190 254 192
黃為彥
舊約：以賽亞書 65 章 17 節至 司事主理員：
招待及司事：張黎詠宇、巫勤成、鄭吳麗萍、林振邦
25 節(舊約 877 頁)
仇啟榮
新約：使徒行傳 10 章 34 節至 音響控制員：龐士洛、鄺明達
43 節(新約 179 頁)
福音：路加福音 24 章 1 節至 12 節 普通話傳譯：鄒淦宇
聖詩：190 188 254 192
(和修版)
舊約：以賽亞書 65 章 17 節至 25 節(舊約 877 頁)
新約：使徒行傳 10 章 34 節至 43 節(新約 179 頁)
福音：路加福音 24 章 1 節至 12 節(和修版)
幼兒崇拜：胡謝淑琪(詩歌)、王紫薇(故事)
兒童崇拜：王紫薇、莫宗桓
少年崇拜：參與聖堂崇拜
接待處輪值：易呂天真、王黃菊馨、呂黃秀娟、周廖羨齡、曾陳曼華、盧安信 聖壇插花：插花組
【下主日聖工輪值】
四月二十八日
復活期第二主日(白)
★上午八時聖餐崇拜★ (公禱書) ★上午十時三十分聖餐崇拜★（第二式）
主禮：林壽楓法政牧師＼ 講道：蔡樂媚會吏
主禮：林壽楓法政牧師
襄禮：劉偉倫牧師、蔡樂媚會吏
講道：蔡樂媚會吏
新約：曾昭英 ＼ 書信：孫韶政
襄禮：劉偉倫牧師
新約：李妙嫦 ＼ 書信：倪陳錦薏 代禱：高惠祥、杜美玲
聖壇侍從：呂兆衛、阮景輝、梁漢機、聖壇侍從：呂兆衛、吳略稚、馬文駿、於曉欣、
何仲賢、李正儀、嚴張麗嫻、沈恩澤、
彭蔚恩 莫宗信、羅潘杏珍、
何芊璇、阮卓盈、郭敏儀
温美儀、杜美玲
司琴：麥徐善盈
＼ 司事主理員：唐志揚
司琴：湯袁華惠
招待及司事：朱陳碧琪、蔡何凱怡、沈恩澤、
司事主理員：張伯揚
黃蘇雪麗、梁家祺
招待及司事：李妙嫦、黃立志
音響控制員
：袁經恆、胡展鵬
音響控制員：黃天忠
普通話傳譯：朱顯君
聖詩：196 250 193
聖詩：
196
193
250
284
新約：使徒行傳 5 章 27 節至 32 節(新約 170 頁)
新約：使徒行傳 5 章 27 節至 32 節
新約：啟示錄
1 章 4 節至 8 節(新約 355 頁)
(新約 170 頁)
福音：約翰
福音 20 章 19 節至 31 節(和修版)
新約：啟示錄 1 章 4 節至 8 節
幼兒崇拜：沈魏璧筠(詩歌)、莫宗桓(故事)
(新約 355 頁)
福音：約翰福音 20 章 19 節至 31 節 兒童崇拜：葉陳瑞慈、李黃文靜
少年崇拜：少年敬拜隊
)、龐士諤(短講)、
(和修版)
鄭景祐(司事) 陳 (希領詩
(讀經)、陳子臻(代禱)
接待處輪值：易呂天真、王黃菊馨、呂黃秀娟、周廖羨齡、曾陳曼華、盧安信 聖壇插花：李吳穎
第二頁

【救主復活日祝文】

全能的上帝，祢藉獨生聖子耶穌基督，克勝死亡，為我們敞開永生的門。
在我們滿懷喜樂慶祝主復活的日子，求祢使我們藉著賜生命的聖靈，能夠
由罪惡的死亡中復活；藉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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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代禱

為復活節祈禱。天父啊，當我們紀念耶穌基督的受死和復活的時刻，我們
滿心喜樂和讚美。因為主耶穌已經為我們成就上帝救贖的恩典。求主使我
們曉得死亡的墳墓並不是生命的終結，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克勝死亡，真的
復活了。願主復活的生命激發我們的信心，使我們從罪惡中得到釋放，遠
離魔鬼的試探；又求主教導我們能體恤別人的需要，分擔他們的困苦，背
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袮，因為祢是我們復活的主。
2.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
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主啊，感謝祢教
導我們如此禱告，更感謝祢賜我們豐富的飲食；然而，懇求祢赦免我們的
驕傲和任意妄為的罪。今天世人濫用大地資源，肆意破壞生態，污染海洋
地土，改造食物基因，產生大量塑化物料，影響自然環境；種種惡果，正
造成天氣反常和溫室效應的現象，帶來天災和疫症的災害。求主賜各國領
袖有智慧，能力和決心，促使世人關注保護環境的重要，盡快採取一切行
動和改善措施，紓解困境，使萬民得福。
3. 為昨天晚上「主復活日守夜禮」中接受聖洗禮的弟兄姊妹和孩童祈禱。求
主賜恩典給他們，使他們在聖靈的光照下，引導他們追求基督真道，恆常
祈禱讀經，好讓上主的話成為他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得蒙上主的恩典，
使他們的信仰日日更新，事主愛人，在生活中見證上主。又為本堂福音事工
祈禱。為今年「啟發」福音聚會及所有參與服侍的教友祈禱，求天父加添他們
的力量，無論在心志準備和各樣的籌備工作上，都有天父的帶領。又為西南聯
區葡萄園中心的事工，求天父預備一切，好讓傳福音的工作在各接受服務者
和學校中間得以展開。
4. 為香港社會祈禱。全能的父，天上地下的權柄皆屬於祢。求祢引導香港政府
的官員能在祢旨意下，有從祢而來的智慧和能力，管治香港，廣聽民意，
貼近民情，又能夠妥善處理社會上具爭議的議題；又求主幫助各階層和不
同政見的人士能夠加強溝通，彼此尊重，在公平、公義和公正底下共同建
設香港的社會。
5. 為西九龍教區代禱；為教區主教陳謳明主教及各聖品人的事奉代禱；為教區的
福傳使命，教區內的教堂、學校和社服機構代禱；為傳道區(主愛堂及聖安堂)發
展為牧區代禱；為領受聖召投入聖職的人代禱；為教區內所有的居民代禱。
6. 為身體軟弱及心靈欠安的弟兄姊妹祈禱。求主醫治及安慰他們。為所有我們代
禱的人；為我們的家人，親友和鄰舍代禱，使他們免於焦慮而得到平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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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午堂聖餐崇拜程序(聖餐崇拜禮文第二式
聖餐崇拜禮文第二式)
聖餐崇拜禮文第二式

進堂詩............................. 普天頌讚第 190 首（基督復生歌） ....................................... 眾立
宣召..... 「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 ─ 基督、已經為我們被殺獻為祭牲了， ........... 眾立
所以，我們來守這節。」 (林前 5:7-8)
互相請安.................................................第 1 頁............................................................... 眾立
求潔心禱文.............................................第 1 頁............................................................... 眾立
榮歸主頌.................................................第 2 頁............................................................... 眾立
本主日祝文....................................... (周刊第 3 頁) ......................................................... 眾立
舊約經課(吳克正) ...........以賽亞書 65 章 17 節至 25 節(舊約 877 頁)............................ 眾坐
(啟)這是上主的道／會眾(應)感謝上主
樂齡詩班獻唱……………….祂為了我們 (歌詞刊於第 14 頁)…………….…………..眾坐
指揮：呂大衛 ＼ 伴奏：莫黃麗兒
新約經課(馮呂中儀)...... 使徒行傳 10 章 34 至 43 節 (新約 179 頁)........................... 眾坐
(啟)這是上主的道／會眾(應)感謝上主
升階聖詩........................... 普天頌讚第 188 首(復活良辰歌) ......................................... 眾立
福音(蔡樂媚會吏) .............. 路加福音 24 章 1 節至 12 節(和修版) ............................... 眾立
福音前歡呼………(第 6 頁)＼福音後歡呼………(第 7 頁)
講道.....................................................劉偉倫牧師........................................................... 眾坐
中級詩班及小詩班獻唱……….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 (歌詞刊於第 15 頁) .... 眾坐
指揮：羅敏怡 ＼ 伴奏：黃利愷琪
會眾代禱(温美儀、葉陳瑞慈)......................................................................................... 眾跪
悔罪及赦罪.............................................第 9 頁............................................................... 眾跪
平安禮....................................................第 10 頁.............................................................. 眾立
聖歌團獻唱……………… Hallelujah from Messiah (歌詞刊於第 16 頁)… …………眾坐
指揮：吳智誠 ＼ 伴奏：湯袁華惠
奉獻禮....................................................第 11 頁.............................................................. 眾立
奉獻詩................................. 普天頌讚 254 首(合一聖餐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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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祝謝文(丙) ..................................第 20 頁至 23 頁....................................................... 眾立
主禱文....................................................第 29 頁.............................................................. 眾跪
擘餅........................................................第 30 頁.............................................................. 眾跪
羔羊頌....................................................第 30 頁.............................................................. 眾跪
聖餐……….(凡已領洗者均可到聖壇領聖餐，而未領洗者亦歡迎到聖壇前…………眾坐
把雙手交叉放在胸前領受祝福。)
《聖歌團獻唱聖餐詩：Laudamus te from Gloria 及 This Joyful Eastertide》(歌詞刊於第 16 頁)
感謝文 ....................................................第 32 頁.............................................................. 眾跪
祝福 .....................................................葉錦輝牧師........................................................... 眾跪
宣佈 .....................................................葉錦輝牧師........................................................... 眾坐
差遣(蔡樂媚會吏).................................第 33 頁.............................................................. 眾立
退堂詩............................... 普天頌讚第 192 首(耶穌復活歌) ......................................... 眾立

《本主日頌唱 “Mar gar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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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 zza”

聖餐樂章》

【復活期的意義】
復活期是教會年曆中歷史最悠久的節期。此節期的範圍由慶祝基督的復活、
升天起至聖靈在五旬節降臨為止。這幾項事蹟是一個整合的單元，來啟示基督
到世上來的使命。整個節期共有五十天，而早期教會稱之為「偉大的五十天」

The Great Fifty Day）
。

（

”Easter” 此 字 沿 於 古 代 歐洲 的 條 頓 人 的 一 位 女 神 的名
字”Eostre”，她是代表春天的女神，而她的名字是指四月（April）的意思。復活
復活期的英文字是

期是教會最歡樂的節期，充滿喜氣洋溢的氣氛。早期信徒在復活期崇拜中不需
要跪，而是站著，表示喜樂和慶祝之意。
教會在復活期所採用的顏色是白色，象徵慶典、喜樂和純潔之意。但在聖
靈降臨日則採用紅色，象徵聖靈的火。

Paschal）
。崇拜由復活

早期教會將復活前夕和復活日的崇拜統稱為「逾越」
（

前夕的日落到翌日即復活日的清晨，內容主要舉行聖洗禮和聖餐禮。信徒在復

Easter Vigil）中誦讀聖經、詩篇和禱告。他們認為基督的
受死和復活是一個整合的事蹟，是不可分割的。所以「逾越」
（Paschal ）崇拜
活前夕的守夜崇拜（

是一個最高興的慶典，一方面紀念基督的受苦和受難、但同時慶祝祂的復活。
這個節期重要的原因不是因為這些歷史的事蹟，而是這些歷史事蹟背後的意義，
那就是因為基督的受苦受難、復活和升天帶給人類罪的救贖和永生的盼望。因
此，早期信徒將這五十日的節期內所發生的每一件事蹟都看作一個整體，每一
件事蹟都與其他事蹟互相關連。首先他們認為藉著基督的受死和復活，他們得
蒙救贖，並可進入上帝的國。而基督的升天是準備祂再次的降臨，
（早期信徒深
信基督很快便再降臨）
。但他們亦相信基督再次降臨前先差遣聖靈與他們同在。
基督的受死和復活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和基礎。兩者是不能分割的，因為

沒
話
切
晚 特別
變 毫無
沒
知毫無 別
奧
身處
奧
等
小
七 頭
應該 地
適
非 莫屬
必定

基督的復活是成全了祂的死亡。基督的復活讓信徒明白祂的生和死之意義。他

包括 誕
話 跟
顯赫 地
新 開始

的復活是戰勝死亡和完成救贖我們的工作。假若基督

的

了聖

節、最後

，祂

一位死了的先

一個

的

餐，

祂的死亡都
分

位。而早期信徒明白要慶祝此

日都要紀念和慶祝，因為每一主日都是一個
的

，所以每一個主日都

慶祝救主復活的崇拜則

聖餐禮

成

。所以復活期的

歡樂

有復活的

，所有一

意義了。假若祂

有復活

蹟在教會的生活

蹟不是要

，

於

一年一次，而是每主

的復活日，
「

日的

一日」
，是

來慶祝救主的復活。而最

了。因此早期信徒在主日

合在主日

舉行聖餐禮

來紀念救主的受難和慶祝復活和升天。
早期信徒亦喜歡在復活期舉行聖洗禮。因為他們認為洗禮的意義是與基督

享

果

一同受死，一同復活，所以他們喜歡在復活前夕的守夜崇拜中舉行聖洗禮，藉
此分

基督得勝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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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堂祈禱會】

【本週各部組培育活動一覽表】

日期： 4 月 28 日 (下主日) ＼ 時間：上午 9:30 至 10:15
地點： 小禮堂 ＼ 主席：李守儀
主題： 1. 為新洗禮的成人和孩童靈命成長祈禱。
2.為全堂佈道會後的跟進工作及啟發課程福音聚會祈禱。
3.為香港近日接連發現麻疹病案及本堂病弱肢體祈禱。
下次全堂祈禱會日期：
下次日期
時 間
6 月 30 日 (主日)
上午 9:30 至 10:15

地 點
小禮堂

【主日查經組】4 月 21 日(本主日救主復活日)休會一次。
【主日學】4 月 21 日(本主日救主復活日) 休課一次。幼兒崇拜、兒童崇拜
則如常進行。少年崇拜參與聖堂主復活日聖餐崇拜。
【主日信仰班】4 月 21 日(本主日救主復活日) 休會一次。
【周三祈禱會】
日期及時間：逢禮拜三晚上 7:30 至 9:00＼地點：會議室
4

日期
月 24 日

【周三查經組】

主領者
葉錦輝牧師

日期
主領者
月 1 日公假休會

5

4

日期
時 間
主題/經文
組長
地點
月 24 日 晚上 8:00 至 9:30 104 室 與恩主相遇─以信持守真道 李守儀

4

日期
時 間
地點
月 26 日 上午 9:45 至 11:30 會議室

【周五查經組】

主題/經文
悖逆的以色列(二)

組長
龐陳麗娟

培育事工
主日查經系列

日期

21/4
28/4
5/5
12/5
19/5

形式

分組 10
分組 11
分組 12

主題

經文
復活節休會
全堂祈禱會
牧職
提前 4:6 – 16
牧養主羊（一）
提前 5:1 – 16
牧養主羊（二）
提前 5:17 – 6:2

教堂消息

主 領
各組組長
各組組長
各組組長

本堂輔理聖品林壽楓法政牧師本主日前往聖路加堂早、午堂主禮及講道，敬希垂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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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教區來函指示，下列主日獻金處理如下，敬希垂注：
i. 【救主復活日(4 月 21 日)】
該日崇拜之獻金全部敬送予該堂主任牧師或主理聖品，不論其為全時間服
務教區與否，作為尊師重道之意。
ii. 【善牧主日(復活期第四主日―
復活期第四主日― 5 月 12 日)】
請各堂將該日之獻金撥送本教區神學基金，作為訓練聖品人之用。

2.

香港島教區特別主日獻金的處理辦法

3. 救主復活日特別奉獻

本堂於復活節期間舉行多項活動，藉慶祝救主復活之際，亦感謝上主鴻恩，本堂
特備「救主復活日感恩獻金」捐封，歡迎各位兄姊踴躍捐獻。捐款請交本堂幹事
室，並取回收據。
4. 第九屆「啟發」新世代系列”Alpha Course” 福音聚會
a.日 期：5 月 11 日至 7 月 13 日 (逢禮拜六)(共 10 次聚會)
時 間：晚上 6:30 至 8:45 ＼ 地 點：小禮堂
內 容：晚膳、信息、小組討論分享 ＼ 對 象：18 歲或以上人士
費 用：全免 (自由奉獻)
【歡迎未信主的朋友到主日接待處報名參加。大會備有「邀請函」於主日接待處，
方便教友索取邀請親友參加。】
b.〈招募工作人員義工〉
〈啟發〉福音聚會每晚需要大量義工協助，特別是「組長」、「佈置接待」、
「廚務」、「清潔」、「代禱」及「兒童組」的工作服侍。
【歡迎有志參與福傳事工的兄姊往主日接待處報名。】
c.〈工作人員預工會〉
日期：4 月 27 日(禮拜六) ＼ 時間：下午 4:00 至 8:30 ＼ 地點：小禮堂(備晚膳)
內容：介紹本屆「啟發」課程的聚會程序及各項安排。
d.〈工作人員差遣禮〉
日期：4 月 28 日(下主日) ＼ 時間：午堂崇拜中 ＼ 地點：聖堂
《查詢：葉滿華幹事、高惠祥、劉偉倫牧師》
團契生活
1.

西南聯區三堂 2019 暑期活動消息

西南聯區為使香港島西南區內兒童及家庭有一個充實及多姿多彩的暑假，今年聯
區繼續在聖士提反堂及葡萄園籌備了多項活動，歡迎區內坊眾參加。暑期活動刊
物將於本月派發區內各學校及社區機構，並在此呼籲西南聯區各教友鼎力支持，
現需教友義工協助報名日之一切工作。詳情如下：
日期：4 月 28 日(下主日) ＼ 時間：上午 9:30 至下午 1:00
報名地點：聖士提反堂副堂、聖提摩太堂及聖路加堂 (呂小學校 5/F 課室)
《報名做義工或查詢請聯絡王紫珊姊妹、黃祉榕幹事或致電 6135-2846 與葡萄園同
工饒偉玲女士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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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壇侍從部消息
【全堂禮儀講座(l)】
講題：基督教各宗派崇拜特色
日期：4 月 28 日(下主日)＼時間：下午 1:00 (講座前備簡單午餐)＼地點：小禮堂
講員：林壽楓法政牧師
備註：請於接待處報名，以便安排午餐。《查詢：呂兆衞、曾錦程》
3. 婦女部活動消息
牧師專題講座【公禱書早晚禱禮文】
日期：4 月 26 日(禮拜五) ＼ 時間：中午 12:00-1:00 ＼ 地點：小禮堂
講員：林壽楓法政牧師《報名及查詢：戴崔淑儀、黃祉榕幹事》
2.

4. 關懷探訪部與樂齡事工部消息
i)
.
1997
(

【大齋期送暖到東涌關懷行動】
《愛 延續》
香港聖公會東涌綜合服務自 年，在東涌區提供服務，為區內的弱勢
家庭 包括失業、綜援、單親、低收入、精神病康復者及長者) 提供支援。而在
過去一年，中心的服務亦有所擴展，包括在富東廣場三樓設 i-Life 中心及在迎
東邨設立分址，冀能為更多的居民提供適切的服務。現希望教友繼續為東涌區
的居民送上祝福，與我們一起將《愛.延續》。
該中心於 2018 年度的大齋期，獲 本堂教友踴躍捐獻，包括禮劵、餅卡及
現金，接受支援的受惠家庭總數約 250 個家庭。當中有 14 名兒童及青少年在
教友的捐獻下，有機會參與補習課程或其他發展潛能課程 (如音樂班、運動班
等)，藉以提昇學業成績，及培養個人興趣及發展。當中亦有 17 個家庭因經濟
狀況之轉變或遇緊急狀況，而需要申請緊急現金經濟援助，資助金額共
$28,857.60(現金或現金劵)，教友的捐獻能讓這些家庭渡過危機，盡快恢復正常
的生活狀態。藉著教友的捐獻，本中心舉辦「Happy Birthday To You 愛心蛋糕
捐贈計劃」，讓一些弱勢家庭也可以購買蛋糕為家庭成員慶祝生日。本計劃的
對象為領取綜援、書簿津貼(全津/半津)或低收入家庭的中心個案或有效會員。
過去一年，共有 72 個家庭受惠於此計劃。
〔邀請：〕
捐獻 (回應服務需要)
1. 餅卡 (以繼續推行「
以繼續推行「Happy Birthday To You 愛心蛋糕捐贈計劃」
愛心蛋糕捐贈計劃」)；
2. 超市禮劵 (支援有需要家庭，
支援有需要家庭，應付緊急需要，
應付緊急需要，減低生活開支)；
3. 現金奉獻：
現金奉獻：
a) 支援有需要家庭過渡生活的困境，
支援有需要家庭過渡生活的困境，如失業、
如失業、喪親等。
喪親等。
b) 支援貧困兒童或青少年參與補習課程
支援貧困兒童或青少年參與補習課程；
習課程；
c) 支援幼兒、
支援幼兒、兒童、
兒童、青少年及婦女參與潛能發展或興趣課程；
青少年及婦女參與潛能發展或興趣課程；
d) 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接受評估、
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接受評估、治療及參與小組服務；
治療及參與小組服務；
e) 支援有經濟困難的婦女或長者接受中醫、
支援有經濟困難的婦女或長者接受中醫、針灸、
針灸、牙科等治療。
牙科等治療。
【截止日期：
截止日期：4 月 28 日】
《查詢：龐陳麗娟、黃祉榕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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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年華活動】
日期：4 月 24 日(禮拜三) ＼ 時間：下午 2:30 ~ 3:30
領會： 樂齡事工部《查詢：黃祉榕幹事》
iii)【何善衡夫人敬老院 4 月份探訪消息】
日期：4 月 27 日(禮拜六) ＼ 時間：上午 9:00 至 11:00
地點：何善衡夫人敬老院 《查詢：鍾吳玉蓮、周廖羨齡》
iv)【代禱教友】
何淑貞、馮正時、張關雪卿、高李愛全、鄧煥新、鄭國棟、李惠英、文昭生、
文麥希賢、崔燕芬、黃吳惠容、廖華雅、尹凱湄、黎張瑞萍、李錫良、李玉玲、
劉啟明、黎林潔霞、陳鄭清蘭、黃蕙蓮、黃超雄、李張炎、阮譚素蘭、易呂天真、
朱蓮杏、馮琼姿、李梁省文、顏何瑞娟。
ii)

同工消息

本堂幹事室於 4 月 22 日(禮拜一)公眾假期放假一天；4 月 23 日(禮拜二)全體同
工補假一天，敬希垂注。
2. 本堂助理聖品劉偉倫牧師於 4 月 22 日(禮拜一)至 4 月 27 日(禮拜六)休假。
3. 本堂探訪幹事阮淑明女士於 4 月 24 日(禮拜三)至 4 月 30 日(禮拜二)休假。
1.

本堂 2019 年主要崇拜/
主要崇拜/聚會/
聚會/活動行事曆 (初訂)
初訂)
日/月

主日/
主日/節期/
節期/主要崇拜

講員/
講員/備註

講員：林壽楓法政牧師
全堂禮儀講座(I)
(下午 1:00 至 3:00)
地點：小禮堂
28/4(日)
暑期活動報名日
地點：聖士提反堂-副堂
4/5(六)
聖歌團 2019 第一次退修會(上午 10:30-晚上 8:30) 講員：葉錦輝牧師
地點：馬灣太陽館
5/5(日)
聖公宗諮議會(ACC17)成員代表到訪
11/5-13/7(六) 第九屆「啟發課程」福音聚會 (晚上 6:30) 地點：聖士提反堂
25/5(六)
西南聯區心靈天使探訪活動(下午 1:30 - 5:00) 地點：西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26/5(日)
牧區議會第二次會議
(午堂崇拜後) 地點：小禮堂
西南聯區三堂聯合堅振禮
(下午 3:00) 主禮及講員：
8/6 (六)
地點：聖士提反堂
鄺保羅大主教
9/6(日)
聖靈降臨日崇拜
地點：聖士提反堂
11/6(二)
關懷探訪部退修日營 （上午 9:00 至 1:00）地點：聖士提反堂-小禮堂
154 周年堂慶感恩聖餐崇拜
主禮及講員：
23/6(日)
鄺保羅大主教
154 周年堂慶聯歡聚餐
29/6-1/7(六至一 主日學少年生活營
地點：西貢戶外訓練營
主日學聖經問答比賽
地點：聖士提反堂副堂
7/7(日)
主日學畢業禮
(午堂崇拜後) 地點：聖堂
18/8(日)
暑期活動成果分享會
地點：聖提摩太堂
24/8(六)
西南聯區心靈天使探訪活動(下午 1:30 - 5:00) 地點：西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25/8(日)
主日學開學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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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月中旬 六
日
28/9(六)
6/10(主日)
27/10(日)
2/11 (六)
23/11(六)
24/11(日)
24/12 (二)
25/12 (三)
31/12(二)

15/9( )
9
( )
22/9( )

23-27/6
17-20/11

↸

教育主日崇拜
講員：單建安教授
第二屆「啟發婚姻」課程聚會(晚上 6:30-8:30) 地點：聖士提反堂
全堂禮儀講座(II)
(下午 1:00 至 3:00) 講員：林壽楓法政牧師
讀經日營主題：「馬太福音看門徒的意義」 講員：黃錫木博士
(上午 9:00 至 4:00)
教省關懷主日崇拜
青年主日崇拜
西南聯區換物嘉年華 2019
西南聯區心靈天使探訪活動(下午 1:30 - 5:00) 地點：西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基督君王日聖餐崇拜
聖誕平安夜聯歡聚餐
平安夜燭光歌述崇拜
救主聖誕日聖餐崇拜
各部聯合慶祝聖誕及聯歡聚餐
西南聯區除夕感恩聖餐崇拜 (晚上 9:00) 地點：聖士提反堂
教區／
教區／教省及其他主要活動和崇拜聚會
第八屆教省總議會
地點：聖雅各堂
第十一屆香港島教區議會
地點：聖士提反堂

教區及教省消息

1.聖公宗諮議會消息(Anglican Consultative Council)

第 17 屆聖公宗諮議會（ACC 17）將於 4 月 28 日至 5 月 5 日在香港舉行會議，
來自世界各地聖公會的教省及教區諮議會代表將齊集香港參加會議，對香港聖
公會是一件大事。諮議會是維繫聖公宗合一的四個體制之一，並具有決策和訂
立法規權力的機構，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今屆會議主題為「裝備上帝的子民；
深化標杆門徒生活」。議會將於 4 月 28 日下午 5 時在聖約翰座堂舉行開幕崇
拜。敬請代禱。
2. 香港島教區宣教事工委員會消息
「宣教多面體」講座，旨讓信徒認識不同的宣教模式，擴張對宣教的境界。是次講座主
要介紹 (1)香港懲教工作的宣教和牧養，及 (2) 敬拜音樂佈道事工。希望藉此分享激
勵信徒對宣教的熱枕，並按不同的恩賜參與宣教的事奉。有關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5 月 4 日(禮拜六) ＼ 時間：下午 2 時至 5 時（下午 1 時 45 分報到）
地點：香港聖公會聖士提反堂(香港般咸道 71 號)
分享：(1) 懲教工作的宣教和牧養分享
1. 赤柱監獄事工(The Revd William Newman--赤柱聖士提反堂主理牧師）
2. 香港基督教更新會
(2) 敬拜音樂佈道事工分享
1. 聖保羅堂保羅音樂佈道團
2. 聖士提反堂青年部敬拜隊
參加對象：聖公會教友 ＼ 截止報名日期：4 月 29 日(禮拜一) ＼ 費用：全免
報名：請向所屬牧區或傳道區幹事報名《查詢：教區辦事處趙小姐 2526-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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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教區信徒培育委員會消息

謹定於本年 5、6 月間舉辦查經訓練--約定你查經，由主教和牧者帶你認識整本聖
經，並能分享他們於講解聖經時的牧養經驗，以及在最後一講之中能讓你掌握查
經方法與技巧。日期和內容詳情如下：
講員
日期 專題/工作坊
17/5 (五) 舊約聖經鳥瞰
陳謳明主教(香港聖公會西九龍教區主教)
24/5 (五)
次經
劉榮佳牧師(香港聖公會聖十架堂主任牧師)
31/5 (五) 新約聖經鳥瞰
鄺保羅大主教
(香港聖公會教省主教長、香港島教區主教)
14/6 (五) 查經技巧訓練
陳榮豐牧師(香港聖公會聖馬提亞堂主任牧師)
時間：晚上 7:30 至 9:30 ＼ 地點：香港聖公會聖約翰座堂李堂 (中環花園道 4 號)
對象：聖公會教友＼費用：每位$200(全部四講，不設單節收費，費用包括輕便茶點)
截止報名日期：5 月 6 日(禮拜一) 《查詢：教區辦事處趙小姐 2526-5366》
香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消息

【正念：當古代智慧與現代社會相遇》（英語）】

i)

隨著現代都市生活壓力日增，「正念」練習愈來愈受歡迎。這種古代心靈練習怎
樣幫助人舒解壓力和情緒困擾？它與現代社會、特別是基督教有何關係？
這次講座將透過講授、討論和實踐，為參加者一一介紹。
日期：5 月 8 日（三）＼ 時間：晚上 7:15- 9:15 ＼ 地點：明華神學院演講室
講者：馬克．威廉斯教授 (Revd Prof Mark Williams)
報名：http://bit.ly/mhtc_mindfulness
《查詢：hkskhminghua (FB Messenger) 9530-7241 (Whatsapp)》
ii)【
【築福之道 2019】
】
講員：余天錫主教**免費體驗課：5 月 18 日 (六) 時間：10: 30 - 12:00
課程一：2019 年 5 月 25 日 (六)
課程二：2019 年 6 月 1 日 (六)
(學員可選擇只報讀課程一，課程二只接受完成課程一之學員報讀。)
時間：10:00 - 13:00 及 14:30 - 18:30 地點：明華神學院
費用：(筆記) $60/本 | (課程一) $400、(課程二) $300、(整個課程) $600
凡報讀此課程者，均可申請本院文憑課程之實踐神學課程學分。
詳情及報名：https://goo.gl/QJ7QV9
《查詢：admission@minghua.org.hk WhatsApp 9530-7241》
Mindfulness: an Ancient Wisdom Practice Meets Contemporary Society

香港島教區青年事工委員會消息
【山林深處尋神樂】
】

5.

目的：為讓在煩囂生活中努力學習及工作的弟兄姊妹，得以親近大自然，好讓
身心得以重整，並與自己、別人及大地連結。
日期：5 月 25 日（禮拜六）＼ 領隊：劉偉倫牧師、梁智偉會吏
行山時間：上午 11 時至下午 2 時
行山路線：愉景灣碼頭 - 稔樹灣 - 熙篤會聖母神樂院 - 梅窩碼頭
第十一頁

集合時間：上午 11 時 ＼ 集合地點：中環港外線愉景灣碼頭
對象：本教區之青年信徒（青委會將保留最後甄選權）＼ 名額：30 位
費用：自費(包括交通及自備簡單午膳) ＼ 截止報名：5 月 14 日(禮拜二)
報名：大堂接待處報名《查詢：香港島教區青年事工委員會周小姐 2526-5366》
香港島教區崇拜生活委員會消息
【Godly Play
】

6.

基督教兒童培靈工
基督教兒童培靈工作坊
教區崇拜生活委員會誠邀 Godly Play(基督教兒童培靈)組識為我們介紹一門以
創意和想像，培育基督教信仰及引導信徒追求屬靈生命的禮儀藝術。無論你是
成人或兒童，都能參與其中，發掘和體會一個別具匠心的崇拜禮儀。兩位 Godly
Play 香港區培訓師馬勵勤先生及陳玉華女士將為大家講解及示範。
日期：5 月 11 日(禮拜六) ＼ 時間：上午 10 時至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聖公會鄧肇堅中學(灣仔摩利臣山愛群道 9 號)
目的：透過一個別具匠心的崇拜和主日學開啟小孩子靈性成長
內容：專題講座、工作坊、解讀 (詳情請瀏覽香港島教區網站)
對象：聖公會教友(特別邀請主日學導師、幼稚園老師及兒童崇拜事奉人員)
名額：50 人(先到先得，不設即場報名) ＼ 費用：$150 (包午膳)
報名方法：請向所屬牧區或傳道區負責幹事報名 ＼截止日期：5 月 3 日(禮拜
五)《查詢：香港島教區崇拜生活委員會周小姐 2526-5366》
《上主日出席崇拜統計》

早堂
午
堂
大堂崇拜 大堂崇拜 幼兒崇拜 兒童崇拜 少年崇拜
44 人
37 人
34 人
崇拜
74 人
306 人
━
領聖餐 72 人

愛主奉獻
凡事謝恩
本堂經費來源端賴教友熱心奉獻，凡已領受聖洗禮之弟兄姊妹，
皆有按月奉獻「教友常年經費」之義務，其他如獻花、獻刊、紀
念、感恩慈善及各項特別奉獻，均賴各教友支持，以表愛主及謝
恩之心，此為上帝所悅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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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花及獻刊 

李玉玲小姐(紀念父親李北元先生、母親李余惠英女士)
易呂天真女士(紀念易國強先生、呂智成伉儷、胡呂天申女士)
關樂謙先生
黃余春生女士(紀念黃維嚴先生)
李和基先生(紀念父母李補賜伉儷)

何張燕萍女士(紀念何作華、温月娥)
劉張永芬女士(紀念劉淦、馮桂清)
盧倩容女士(紀念羅陳碧如、羅重明)
馬雪梅女士(紀念馬國燦、李棣華)
王紫薇小姐(紀念父親王日華先生、黎耀球先生、黎黃恩憐女士、葉德明先生、
葉李娣女士、陳景泰先生)
温美儀小姐(紀念温兆昌先生)
李守儀、李正儀(紀念李潤基、李楊雪芬)
鍾吳玉蓮女士(紀念父母親吳癸有、劉梅嬌、家姐吳玉英、王健華牧師及逝世的教友們)
周東漢伉儷(紀念父母親董鴻蘭、侯沛蓮、周敬、馮仲娥)
周廖羨齡女士
胡何蝶如女士(紀念胡卓楠)
蕭鄺穎妍女士(紀念父母親鄺更生伉儷)
梁端容小姐(紀念徐碧蓮女士)
於志強伉儷
余國權、尹麗萍(紀念尹全、黃惠珍、尹樹源)
葉陳瑞慈女士(紀念葉德明先生、葉李娣女士、陳景泰先生、王日華先生、王健華牧師)
王小鶯、周小濤(紀念周王麗英女士)
温國基伉儷(紀念王健華牧師)
温惠賢小姐(紀念鄭大妹、鄭月珍)
曾昭英小姐(紀念王健華牧師)
沈恩澤伉儷(紀念父親沈天柏、祖父母沈堯坤、沈彭金容)
莫綺文女士
馬浩基伉儷(紀念王健華牧師)
梁玉明伉儷(紀念王健華牧師)
李慧儀小姐(紀念祖父曾子興、祖母曾余麗卿、李國器校長、鄭守宇、王健華牧
李張炎女士
李淑賢女士(紀念黎耀球伉儷、李啟颺先生)
黎秀姬女士(紀念黎耀球伉儷、黃黃惠霞女士、王日華先生、張榮岳副會督伉儷、
王健華牧師、招練俊牧師伉儷、張紹桂牧師伉儷)
顧玉燦伉儷(紀念親友)
鄭宅(紀念鄭光耀、岑淑齡、鄭守宇)
何仲賢小姐(紀念王健華牧師)
馮美霞女士(紀念父親馮炳良先生)
朱潮先生(紀念丘明清女士)
陳婉芬小姐(紀念已故親友)
呂兆衛闔府(紀念呂智成伉儷、呂智信伉儷、呂保羅伉儷、
黃呂麗英女士、易國強先生、呂天申女士)
曹永韶先生(紀念曹明輝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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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詩班獻唱

：

《祂為了我們》
》

作曲 David Meece

指揮：呂大衛

當我小時候我常夢見想聖誕夜，
有那麼多禮物為我預備，
但那時我卻不知有一嬰孩為我降生，
給我生命最大的禮物，
祂為了我們獻出祂一生，
祂為了我們甘心痛苦受死，
為這失落世界祂給予祂所有
並給我們生命意義。
隨著逝去的歲月我漸明白，
真正禮物是為愛犧牲，
在那陰暗的一天，有一人懸掛十架上，
是為了愛，是為了愛。
祂為了我們獻出祂一生，
祂為了我們甘心痛苦受死，
為這失落世界，祂給予祂所有，
並給我們生命意義。
我終於找到生命的意義，
是將我整個心靈完全交給祂，
在每天我所做，每天我所說，
所有一切全是為了祂，為祂。
因祂為了我們獻出祂一生，
祂為了我們甘心痛苦受死，
為這失落世界祂給予祂所有，
並給我們生命意義。
真正有意義生命，
祂為了我們獻出祂一生，
祂為了我們甘心痛苦受死，
為這失落世界祂給予祂所有
並給我們生命意義，
真正有意義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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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伴奏：莫黃麗兒

中級詩班及小詩班獻唱
《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
》
Arr. Hawley Ades

＼ Music by Miller and Jill Jackson

指揮：羅敏怡 伴奏：黃利愷琪

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
And let it begin with me,
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
The peace that was meant to be.
With God as our Father,
Brothers all are we.
Let me walk with my brother,
In perfect harmony.
Let peace begin with me,
Let this be the moment now;
With ev'ry step I take,
Let this be my solemn vow.
To take each moment
and live each moment,
In peace eternally.
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
And let it begin with me,
Let it begin with me.
﹏﹏﹏﹏﹏﹏﹏﹏﹏﹏﹏﹏﹏﹏﹏﹏﹏﹏﹏﹏﹏﹏﹏﹏﹏﹏﹏﹏﹏﹏﹏

聖歌團獻唱
Hallelujah 哈利路亞頌
from Handel’s Messiah

指揮：吳智誠＼風琴伴奏：湯袁華惠

Hallelujah, hallelujah...
（啟示錄 19:6, 11:15, 19:16)
For the Lord God omnipotent reigneth 「哈利路亞！
Hallelujah, hallelujah...
因為主 我們的上帝、全能
The kingdom of this world is become 者，作王了。」
the kingdom of our Lord, and of His
Christ
And He shall reign for ever and ever 「世上的國已成了我們的主
和祂所立的基督的國了。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And He shall reign for ever and ever
Hallelujah, hallelujah...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Hallelujah!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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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歌團聖餐獻唱
(一 ) 《Laudamus te》
》
from Gloria (RV 589)

by Antonio Vivaldi

女高音二重唱：麥徐善盈、郭錦如 ＼ 鋼琴伴奏：湯袁華惠
Laudamus te,
Benedicimus te.
Adoramus te.
Glorficamus te.

We praise Thee,
praise and bless Thee, O Lord.
And we worship Thee.
We glorify Thy name.

(二 ) This Joyful Eastertide 這個歡欣復活節

指揮：莫黃麗兒

這個歡欣復活節
罪與苦難皆釋放
被釘的親愛救主
今晨躍出死亡門［副歌］
［副歌］
[Refrain]
基督為我們受死
Had Christ, who once was slain,
三天後若沒復生
never burst His three-day prison,
我們信仰皆徒然
our faith had been in vain;
但基督現已復活
but now hath Christ arisen,
復活！復活！
arisen, arisen;
but now hath Christ arisen!
但基督現已復活！
My flesh in hope shall rest
我們肉身雖長眠
and for a season slumber
但於盼望中安息
till trump from east to west
到那日從東至西
shall wake the dead in number:
萬千信眾死中甦［副歌］
[Refrain]
耶穌受洗約但河
Death’s flood has lost its chill
死亡權勢已敗退
since Jesus crossed the river;
祂愛我們身心靈
Lover of souls, from ill
救渡靈魂離罪淵［副歌］
my passing soul deliver: [Refrain]
《獻唱詩班名單：》
第一女高音 ：利愷琪，郭錦如，徐善盈，黃家寶
第二女高音 ：陳欣恩，李慧思，李正儀，曾愐殷，曾昭英，溫惠賢
女低音
：陳樂怡，陳婉芬，何仲賢，吳頌恩
李思薇，凌蔚璣，薛藹華，黃麗兒
男高音
：呂大衞，關士成，蕭德威，周哲明
男低音
：郭家俊，梁繼善，歐陽浩榮，王瀚圖
Arr. Charles Wood
This joyful Eastertide,
away with sin and sorrow!
My Love, the Crucified,
hath sprung to life this morrow:
[Refrain]

第十六頁

本堂各部、團契及小組聚會一覽表

主日崇拜 主日上午 8:00(聖餐)、上午 10:30 (逢一、三、四主日聖餐崇拜)
周六崇拜 每月第三個禮拜六下午 6:00 至 7:00
幼兒崇拜：主日上午 10:30 至午堂崇拜完
10:30 至 11:30
主日學部 兒童崇拜、少年崇拜：主日上午
主日學各級(K1-大專)：主日上午 9:30 至 10:30
進修班：主日上午 9:30 至 10:30
11:00 至下午 12:30
樂齡事工部 樂齡詩班：禮拜三上午
樂齡團契：逢第二週及第四週禮拜二上午 11:00 至下午 12:30
主日組：每月第三個主日下午 12:15 至 2:15
成年部 周六組：每月第三個禮拜六下午 5:30 至 7:30
合 組：每隔月禮拜六晚上 7:00 至 9:30
101 信仰班：主日上午 9:30 至 10:20【歡迎初信或慕道朋友參加】
201 信仰班：主日上午 9:30 至 10:20
301 信仰班：主日上午 9:30 至 10:20
信仰班 401 查經班：主日上午 9:30 至 10:20
周二家長團契：禮拜二上午 10:00 至 11:30
在職婦女組：每月第一個周五晚上 8:00 至 9:30
分區家庭聚會(定期舉行)
婦女部 禮拜五中午 12:00 至下午 2:00
中學團契：禮拜六下午 2:30 至 4:30
大衛團：禮拜六晚上 7:30 至 10:00
(初職)：禮拜六晚上 7:30 至 9:30
青年部 但以理團
尼希米團(職青)：主日下午 2:00 至 4:00
敬拜隊：禮拜五晚上 8:00 至 10:30
籃球隊團契：主日下午 1:30 至 2:30 (團契)；下午 2:30 至 4:30 (練習)
基督少年軍 禮拜六下午 4:30 至 6:00(集隊)
聖歌團 禮拜六下午 4:30 至 6:30(練詩)
小詩班 主 日上午 8:45 至 9:30(練詩)
中級詩班
日上午 9:30 至 10:20、禮拜三晚上 8:00 至 9:30
各查經小組 主禮拜五上午
9:45 至 11:30
雅集 禮拜四下午 2:30 至 4:00(定期舉行)
祈禱會 禮拜三晚上 7:30 至 9:00、雙月最後主日上午 9:30 至 10:15
洗禮堅振禮班 禮拜六下午 4:30 至 6:00(定期舉行)
啟發課程 禮拜六下午 6:30 至 8:45(定期舉行)

崇拜期間請將閣下手提電話關掉，或調較至靜音狀態，多謝各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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