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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復和•作祢和平之子
之子」

本主日默想
(復活期第
復活期第四
復活期第四主日)
主日 (善牧主日)
善牧主日)
「耶穌說：
『我是好牧人
耶穌說：
『我是好牧人，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
我認識我的羊，
我的羊也認識我。
」
我的羊也認識我。』
(約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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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樂媚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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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美鳳女士(文書)、林袁惠兒女士(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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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三日
(善牧主日)復活期第四主日(白)
★上午十時三十分聖餐
上午十時三十分聖餐崇拜直播
聖餐崇拜直播★(聖餐崇拜禮文第二式)
主禮：蔡樂媚牧師
襄禮及講道：葉錦輝牧師
讀經及代禱：温美儀
讀經及侍從：曾錦程
司琴：湯袁華惠
聖詩：普天頌讚 10 28 248 281
第一次經課：使徒行傳 2 章 42 節至 47 節
第二次經課：彼得前書 2 章 19 節至 25 節
福音：約翰福音 10 章 1 節至 10 節
【下主日】

五月十日
復活期第五主日(白)
★上午十時三十分早禱
上午十時三十分早禱崇拜直播
早禱崇拜直播★(公禱書)
主禮：林壽楓法政牧師
司禱：蔡樂媚牧師
講道：龐元燊
讀經及代禱：羅志勇
司琴：曾吳頌恩
聖詩：普天頌讚 56 62 402 恩頌 283
第一次經課：使徒行傳 7 章 55 節至 60 節
第二次經課：彼得前書 2 章 2 節至 10 節
福音：約翰福音 14 章 1 節至 14 節
【復活期第四主日祝文】

上帝啊，祢的聖子耶穌是祢子民的好牧人；求祢使我們在聽見祂聲音的
時候，能認出祂是呼喚我們每個人名字的主，遵從祂的領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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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牧主日禱文】

全能的上帝，慈愛的天父，聖子耶穌基督曾將傳福音的使命託付門徒，
並要他們遵守祂的一切教訓，祂就必與他們同在。現在我們特為全世界
的神學院、聖經學院與及一切培訓事工祈禱。求主使他們能遵上主的聖
訓，栽培後進人材，將來樂意奉獻身心為主作工。更能接受聖職在教會
中事奉傳教，本乎上主的旨意，盡忠於主所交託的職責，牧養信眾，傳
揚主道，使人得救恩，榮歸上帝，奉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阿們。
第一頁

感恩＼代禱

我們的上帝，祢是我們慈愛的天父。我們本是不配，但因著祢的愛，我們才可
承受祢所應許存留在天上的產業。
2. 慈愛的主，在「新冠肺炎」仍然肆虐全球，更有些國家仍處於嚴峻的階段，求
主施恩，賜智慧給該等國家的領袖們，能夠有效地實施防疫措施，以使是次疫
情能盡快受控。
3. 我們又求主看顧香港。雖然，近日的疫情稍有緩和的跡象，但我們仍不可掉以
輕心！我們仍然要持久地 ─ 繼續做好我們個人的防疫措施及保持公共環境
衞生清潔。我們亦求主賜智慧給我們的政府及官員並聯同商家，能實施有效
紓解民困的措施 ─ 顧念中小企營商的困難，並能提供適切的援助，以協助
受影響的普羅大眾能解決在生活上的燃眉之急。感謝主，祢感動了我們的兄
姊們在＜心意行動--抗疫緊急援助＞有積極的回應，並有坊間許多慈善團體，
向孤寡老弱及低收入家庭提供援手，好讓大家同舟共濟，一起共渡時艱。主
啊，在這艱難的日子裡，我們更要學會凡事感恩及倚靠上主給予我們力量、喜
樂的心及樂意與人分享。
4. 繼續為應屆 DSE 考試的學生祈禱。今年中學文憑試在疫情的影響下已順利開
考。在這特別的環境之中，求主賜各考生有健壯的體魄，作好心靈的預備，全
力以赴，專心應試。又求主保守所有考生及監考員，無論往返考試場地或在考
試進行期間也做好個人防疫措施，使他們能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進行考試，
求主施恩，賜下平安！
5. 全能的上帝，願祢的靈降在我們身上，賜我們智慧，確信祢為我們人生定下的
計劃，願意成就祢對我們生命的旨意。阿們。
6. 為牧愛堂，為梁麗娥牧師、同工團隊和牧區議員代禱；為各人的崇拜和個人
靈性生活；為主日學、團契、信徒培育和福傳事工代禱；為各人積極追求靈
性生命的成長，並回應教會使命、做主的好管家代禱；為聖公會牧愛幼稚園、
聖公會牧愛小學及聖公會蔡功譜中學的教職員、學生及家長身心靈健康代禱；
為聖公會樂民郭鳳軒綜合服務中心的職工及會員代禱；為堂、校及社服的緊
密合作一同為主作見證代禱。
7. 至慈悲的天父，近日因疫情關係，很多市民不能外出，情緒多少產生困擾，祢
是天地萬物的創造主，求主安慰他們，照顧各人心靈上的需要；又求主保守所
有在病患中和體弱的肢體，讓他們得到適切的照顧和醫治，又使各長者和孤
寡無依的人，得蒙天父的愛護和看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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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聖餐崇拜程序(聖餐崇拜禮文第二式)

進堂詩 ..................... 普天頌讚 10 首(讚美上主歌) (周刊第 11 頁)
宣召 「耶穌說：「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約 10:14)
互相請安 ......................................... 禮文第 1 頁
求潔心禱文 ............................. 禮文第 1 頁眾立
榮歸主頌 ......................................... 禮文第 2 頁
祝文 ................................................. 禮文第 3 頁
第一次經課(曾錦程) 使徒行傳 2 章 42 節至 47 節 (禮文第 3-4 頁)
(啟)這是上主的道／會眾(應)感謝上主
第二次經課(温美儀) 彼得前書 2 章 19 節至 25 節 (禮文第 4 頁)
(啟)這是上主的道／會眾(應)感謝上主
聖詩 ......................... 普天頌讚 28 首(善牧恩慈歌) (周刊第 12 頁)
福音(蔡樂媚牧師) 約翰福音 10 章 1 節至 10 節 (禮文第 5 頁)
講道 .................................................... 葉錦輝牧師
尼吉亞信經 .......................................禮文第 5-6 頁
祈禱(温美儀) ........................... 禮文第 7 頁(周刊第 2 頁)
悔罪及赦罪 .......................................禮文第 7-8 頁
平安禮 ................................................ 禮文第 8 頁
奉獻禮 ................................................ 禮文第 8 頁
奉獻聖詩 .................... 普天頌讚 248 首(靈牧歌) (周刊第 13 頁)
獻禮頌 ................................................ 禮文第 9 頁
大祝謝文 ..........................................禮文第 9-10 頁
主禱文 ............................................... 禮文第 11 頁
擘餅 ................................................... 禮文第 11 頁
羔羊頌 ................................... 禮文第 11 頁(周刊第 13 頁)
謙恭近主文 ....................................... 禮文第 12 頁
虔領聖餐眾坐
領餐後祈禱 ....................................... 禮文第 13 頁
宣佈(葉錦輝牧師)眾跪
祝福(蔡樂媚牧師) ............................. 禮文第 13 頁
差遣(蔡樂媚牧師) ............................. 禮文第 13 頁
退堂詩 .................... 普天頌讚 281 首(耶穌普治歌) (周刊第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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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公會聖士提反堂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最新措施安排通告
香港聖公會聖士提反堂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最新措施安排通告】
香港聖公會聖士提反堂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最新措施安排通告
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 第四次通告
日期：

因應疫情持續，本堂現遵主教院指示採取以下措施，直至另行通知。敬請教
友垂注，並予以配合：
(1)暫停所有公開崇拜，包括主日早、午堂崇拜。在家教友可於主日上午 10:30
從教堂網頁 http://dhk.hkskh.org/ststephen 進入「主日崇拜直播」ＹouTube 頻
道，便可收看當日由牧師主持的崇拜直播；又或於當天早上約 10:15 崇拜前
接收 YouTube 直播連接收看，參與崇拜。教友在家勤讀聖經、祈禱及下載
主日周刊留意教會消息。主日講道會於同日下午上載教堂網頁，以供收聽。
(2)以下各部組活動及團契實體聚會將會暫停，往後視乎疫情發展決定復課／復會
日期。
1. 主日學、幼兒/兒童/少年崇拜。
2. 主日查經組、主日信仰班 101-401 班、周三、周五查經班。
3. 洗禮堅振禮班。(4 月 18 日以 ZOOM 視像會議形式進行復課)
4. 婦女部、樂齡團契、樂齡詩班、聖歌團。
5. 青年部所有團契
6. 周六崇拜。
7. 基督少年軍。(暫以 ZOOM 視像會議形式
視像會議形式復會
形式復會)
8. 周三祈禱會。(暫以 ZOOM 視像會議形式
視像會議形式復會
形式復會)
9. 金色年華福音聚會、何善衡夫人敬老院探訪活動。
(4)若有特別情況和需要，請與牧師或幹事聯絡。如有最新安排將盡快公布。
上述一切措施旨在減低新冠肺炎病毒傳播的風險，保守大家的健康與安全。求
天父加給我們信心和忍耐，帶領本港安然渡過疫情，市民生活能早日回復正
常。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主僕
葉錦輝牧師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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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意
「心意行動
心意行動」
行動」－ 抗疫緊急援助》
抗疫緊急援助》

心意行動於 3 月中呼籲籌集現金或超市禮券，幫助疫情下收入驟降的低收入
家庭。感謝弟兄姊妹的積極回應，心意行動已收到一定數量的捐款及禮券，
以提供緊急援助。
有關援助對象的申請資格乃參考食物銀行與及時雨基金的收入及儲蓄上限，
為正等候審批或等候重新申請上述援助的人士，在未得到援助的空窗期提供
緊急支援。每位經評估合格的申請人/家庭將獲資助 500 元超市食物券。心意
行動亦會為有特殊困難的家庭提供現金援助，如為低收入家庭兒童購買平板
電腦及上網咭以延續停課期間的網上學習及支援病患人士的醫療費用等等，
上限為 2500 元。
緊急支援需求眾多，亦甚為殷切，至今心意行動已經收到五百多個申請及不
少查詢。盼望弟兄姊妹繼續積極回應呼籲，支持心意行動的事工，與人分享
主愛。查詢或捐款，請致電心意行動熱線 8209-8122。
(捐款支票抬頭：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亦可直接存入恒生銀行：
024-255-757999-883 或東亞銀行：015-514-10-407766-1 戶口，支票及入數紙
可郵寄至灣仔堅尼地道 112 號 12 樓，心意行動收。)
五月份讀經咭，教友可到本堂網頁瀏覽。

【本週各部組培育活動一覽表】

【主日查經組】暫停聚會至另行通知
(查經組在停課期間，組長會將每週查經資料傳送給各組員，方
便組員自行研讀，日後復課時再作分組查經分享。)
【 主 日 學 】暫停上課至另行通知
【主日信仰班】暫停聚會至另行通知
【周三祈禱會】暫停聚會至另行通知(暫以 ZOOM 形式進行，詳情留意群組發放消息)
【周三查經組】暫停聚會至另行通知(暫以 ZOOM 形式進行，詳情留意群組發放消息)
【周五查經組】暫停聚會至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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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消息

本堂林壽楓法政牧師本主日前往聖路加堂主日崇拜主禮及講道，敬希垂注。
2.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已見緩和，本堂幹事將於 5 月 4 日(禮拜一)回復正常上班
時間，敬希垂注。
3. 本堂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已暫停所有公開崇拜及活動，教友奉獻可待日後教堂
恢復聚會時辦理；又或採取以下方式奉獻：
i) 將支票郵寄本堂收「支票抬頭：香港聖公會聖士提反堂」
；並列明捐款人姓名及
奉獻同途；
ii)將捐款存入東亞銀行戶口 #514-40-06891 -8 ，並保留入數回條等待日後回
教堂時領回收據；或將回條傳真／電郵教堂處理。 《查詢：張北江常務助理。》
1.

4.

5.

本堂 155 周年堂慶消息

今年 2020 年為本堂 155 周年堂慶之期，本堂堂慶籌備委員會將舉行多項活動，
以表欣慶，同頌主恩。茲簡述如下：
(1) 堂慶主題：
堂慶主題：「以愛復和
「以愛復和。
以愛復和。作祢和平之子」
作祢和平之子」
(2) 堂慶主題曲：
堂慶主題曲：聖法蘭西斯禱文
(3) 活動項目：
活動項目：
項目
舉行日期及時間
舉行地點
講員 ＼ 備註
堂慶步行籌款
山頂沿夏力道
待定
全堂教友
接盧吉道
(繞行一圈)
為聖堂冷氣工程
(
)
鄺保羅大主教
(延期)11月15日(主日)
早堂
上午
主禮及講道
(
)
8:00
堂慶感恩聖餐崇拜
本堂聖堂
*
(午堂)上午10:30
歡迎參加
黃金閣
交通及餐券訂購
(延期)11月15日(主日)
*堂慶感恩午宴
下午1:00 ~ 2:30 (上環信德中心一樓) 安排稍後公佈
堂慶培靈會
9月19日
主題：從「啟示錄」 (更改)下午
本堂聖堂 周兆真博士主講
2:30-5:30
看信徒的末世盼望
11月15日(主日)至
聖地遊
以色列
詳情列後
11月24日(二)
(註*)茲因「新冠肺炎」疫情發展，本堂155周年堂慶感恩崇拜及午宴改定於
11月15日(主日)舉行，敬希垂注。
其他：1. 155周年堂慶特刊(電子版和書刊)：預計2020年12月下旬出版。
2. 堂慶紀念品配合全年活動。
西南聯區消息

西南聯區三堂堅振禮原定於 6 月 20 日舉行，現因「新冠肺炎」疫情發展，改
於 9 月 5 日下午 3:00 在聖路加堂舉行，敬希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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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55 周年堂慶活動消息

7.

西南聯區專題講座及工作坊－Zoom 網上版

【以色列朝聖團 10 天】
目 的：歷遍耶穌的足跡，活讀福音書的人物和事件，並在默想和退省中體驗
信仰朝聖路上的甘苦；幫助參加者對新舊約歷史以至新舊約聖經有更
深入的了解，對信仰有新的體會、認知和投入。
日 期：2020 年 11 月 15 日至 11 月 24 日（星期日至星期二）
行 程：耶路撒冷、耶利哥城、伯利恆、拿撒勒、米吉多、馬撒大、昆蘭、
死海、加利利海、抹大拉等。
團 牧：葉錦輝牧師 ＼ 領 隊：胡維頎先生
參加資格：聖公會聖士提反堂教友(或友堂信徒)；身體狀況良好；以禱告和朝聖
的心，願與有「上主肖像和樣式」的人同甘共苦；願意服從團牧及
領隊之指示；必須出席營前學習聚會
（日期：成團後即通知及地點：聖公會聖士提反堂。）
名 額：30 人，額滿即止。（大會保留最終甄選權）
團 費：$24,880〔（包括邊境稅、機場稅、小費、燃油附加費（按實際費用調整）〕
報 名：請到本堂網站下載表格，
到本堂網站下載表格，填妥表格後，
填妥表格後，連同支票抬頭「
連同支票抬頭「新幹線旅遊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港幣$5,000 訂金支票（
訂金支票（繳費作實），
繳費作實），郵寄本堂會計收
），郵寄本堂會計收。
郵寄本堂會計收。
截止日期：5 月 17 日(報 名交訂金的可獲 $400 優惠 )
《查詢：葉牧師 / 蔡牧師 / 胡先生 (電話：9285-9603)或教堂辦事處(電話：2546-1212)》
『社會事件－情、何以堪？』講座及工作坊
香港持續半年的社會運動，加上近月「新冠肺炎」肆虐香港及世界各地，令人不
安，很多人出現情緒低落，甚至心靈上的憂傷，試問我們如何助己助人，應對問
題和守望身邊的人呢？這些情況都成為我們今天非常關心的地方。
內容： 透過講座的分享和工作坊的實踐，協助參加者增進對情緒憂傷的成因及
其對應方法的認識。
日期：5 月 3 日、5 月 17 日＼時間：下午 1:30 分至 4:00
題目：5 月 3 日 －「情、何以堪 – 認識自己的情緒」
題目：5 月 17 日－「情、何以解 – 如何面對自己的情緒」
講員：蕭柱石博士 （信義宗神學院助理教授、現為執業臨床心理學家、澳洲及
香港註冊臨床心理學家）
對象：三堂教友 ＼費用：全免 (歡迎自由奉獻)
備註：參加者必須先行在手機或電腦下載 Zoom 應用程序，稍後將獲通知有關
5 月 3 日及 5 月 17 日 Zoom 視像聚會的詳細安排。
【查詢：聖士提反堂葉滿華幹事或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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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及團契生活
關懷探訪部消息
i)【大齋期送暖到東涌關懷行動】
《愛 延續》
延續》
1.

東涌是一個香港重點發展的地區，隨著新的公共屋村落成，有更多居民遷入，
而他們對社區資源及設施的掌握不多，故需要較多支援及協助。東涌地理位置
偏遠，自成一角，家庭的支援網絡亦不足夠，加上百物騰貴，為東涌居民的生
活添上壓力。
香港聖公會東涌綜合服務自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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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中心的服務亦有所擴展，包括在富東廣場三樓設 i-Life 中心及在東涌
新的公共屋邨 - 迎東邨設立分址，開展新的服務，冀能為更多的居民提供適切
的服務。
近日，中心收到因疫情而求助的來電有所增加，不少家庭經濟支柱因疫情
處於停薪留職、甚至被裁員的境況，因而需要中心的支援及協助。因現希望教
友繼續為東涌區的居民送上祝福，與我們一起將《愛 延續》。
《2019 年度中心服務報告分享：》
本中心於 2019 年度的大齋期，獲 貴堂教友踴躍捐獻，包括禮劵、餅卡及
現金，接受支援的受惠家庭總數約 280 個家庭。當中有 22 名兒童及青少年在教
友的捐獻下，有機會參與補習或其他潛能發展課程 (如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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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個家庭因經濟狀況之轉變或
遇緊急狀況，而需要申請緊急經濟援助，資助金額共$ 43,338(現金)及$14,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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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個家庭受惠於此計劃。邀請：捐獻 (回應服務需要)
1. 餅咭 (以繼續推行「Happy Birthday To You 愛心蛋糕捐贈計劃」)；
2. 超市禮劵 (支援有需要家庭，應付緊急需要，減低生活開支)；
3. 現金奉獻：a) 支援有需要家庭過渡生活的困境，如失業、喪親等。
a) 支援貧困兒童或青少年參與補習課程；
b) 支援幼兒、兒童、青少年及婦女參與潛能發展或興趣課程；
c) 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接受評估、治療及參與小組服務；
請各位弟兄姊妹踴躍支持東涌社區的需要。
捐贈餅咭或超市禮劵者：請待日後教堂恢復聚會時交給本堂幹事；
捐助金錢者：可同樣於日後回教堂交給會計部，又或將捐款支票郵寄本堂「支
票抬頭：香港聖公會聖士提反堂」，並註明「送暖到東涌」。
行動完結日期：
行動完結日期：5 月 24 日《查詢：龐陳麗娟、黃祉榕幹事》
第八頁

ii)
2.

【何善衡夫人敬老院 5 月份探訪消息】
因疫情關係，5 月份探訪活動暫停。《查詢：鍾吳玉蓮、周廖羨齡、黃祉榕幹事》
樂齡事工部消息

【金色年華活動】
因疫情關係，5 月份活動暫停。《查詢：黃祉榕幹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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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林潔霞、陳鄭清蘭、黃蕙蓮、黃超雄、李張炎、阮譚素蘭、朱蓮杏、馮琼姿、
李梁省文、顏何瑞娟、羅冠雄、曾陳曼華、衛曾志清、李莫鳳珠。
本堂 2020 年主要崇拜/聚會
年主要崇拜 聚會/活動行事曆
聚會 活動行事曆

日/月
月

延期
3/5、
17/5

31/5
7/6
1/8 ( )
1/8～26/9

六

六
19/9(六)
5/9 ( )

20/9
4/10

待定
六

7/11 ( )
15-24/11
15/11
22/11
24/12
( )

四

主日/節期
主日 節期/主要崇拜
節期 主要崇拜

講員/備註
講員 備註

牧區議會 2020 年第一次會議
地點：小禮堂
【西南聯區牧區議員及各部職員退修會】
社會事件─情緒創傷講座及工作坊 Zoom 網上版
題目：情、何以堪 – 認識自己的情緒 (3/5) 講員：蕭柱石博士
題目：情、何以解 – 如何面對自己的情緒(17/5)
時間：下午 1:30 – 3:00
聖靈降臨日
三一主日暨聖洗禮
(聖洗禮視乎疫情而定)
西南聯區洗禮及堅振禮班退修日營 (早上 9:00) 地點：薄扶林傷健營
第十屆啟發課程
(屆時視乎疫情而定)
西南聯區三堂聯合堅振禮
(下午 3:00) 主禮及講員：
鄺保羅大主教
地點：聖路加堂
(下午2:30-5:30)
155周年全堂培靈會
講員：周兆真博士
主題：從「啟示錄」看信徒的末世盼望
教育主日
教省關懷主日崇拜
本堂「青年主日」
西南聯區換物嘉年華
155 周年堂慶活動 – 以色列聖地遊
(早上 10:30)
155 周年堂慶感恩聖餐崇拜
主禮及講員：
155 周年堂慶感恩午宴
鄺保羅大主教
地點：上環信德中心澳門賽馬會黃金閣
基督君王日
聖誕平安夜聯歡聚餐(待定)
平安夜燭光歌述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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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聖誕日聖餐崇拜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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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六) 香港島教區繼承主教謝子和法政牧師祝聖禮 地點：聖約翰座堂
25/12
( )
31/12

↸

教區及教省消息

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 青年事工委員會消息
【
】

｢圓徒｣大專聚會 網上版

月份之｢
份之｢圓徒｣
圓徒｣大專聚會
大專聚會仍以 Zoom 視像形式舉行聚會。
目的：凝聚青年信徒，建立師徒關係，重構團契生活，反思信仰初心。
日期：5 月 8 日（禮拜五） ＼ 時間：晚上 7:30-9:15
主題：愛的凝視 ＼ 分享：冼月芬牧師
對象：本教區之大專學生（包括現讀及即將就讀之同學）及初職青年
截止報名日期：5 月 5 日（禮拜二）
報名方法：1. 首次報名：請填寫 google form ‘http://bit.ly/39kc7QS’ 報名
2. 非首次報名：請向所屬組別之組長報名
*有關原訂 6 月 12-13 日（星期五及星期六）之營會，現因新冠狀病毒疫情情況，活動將
會延期舉行，詳情稍後公佈。《查詢：香港島教區青年事工委員會周小姐 2526-536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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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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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崇拜第二式)下午 6:00 至 7:00
周六崇拜 每月第一個禮拜六
每月第三個禮拜六(晚禱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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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團契：禮拜六下午 2:00 至 3:30
大衛團：禮拜六晚上 7:30 至 10:00
青年部 但以理團：禮拜六晚上 7:30 至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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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至 6:00(練詩)
小詩班
中級詩班 主 日上午 8:45 至 9:30(練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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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至 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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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各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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