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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默想
(復活期第六主日
復活期第六主日)
復活期第六主日
「耶穌說：
『凡愛我的人就會遵守我的道
耶穌說：
凡愛我的人就會遵守我的道，
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會
愛他，
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
與他同住。
我父也
會愛他
，並且我們要到他那
裏去，與他同住
。』
」
(約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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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七日
復活期第六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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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錦輝牧師
襄禮及講道：蔡樂媚牧師
讀經及代禱：何嘉敏
讀經及侍從：梁志恆
司琴：黎衛心梅
聖詩：普天頌讚 33 74 249 443
第一次經課：使徒行傳 17 章 22 節至 31 節
第二次經課：彼得前書 3 章 13 節至 22 節
福音：約翰福音 14 章 15 節至 21 節
【下主日】

五月二十四日
復活期第七主日(白)
★上午十時三十分早禱崇拜
上午十時三十分早禱崇拜直播
早禱崇拜直播★(公禱書)
主禮：蔡樂媚牧師
司禱：呂大衛
講道：葉錦輝牧師
讀經及代禱：陳樂怡
司琴：莫黃麗兒
聖詩：普天頌讚 42 201 52 68
第一次經課：使徒行傳 1 章 6 節至 14 節
第二次經課：彼得前書 4 章 12 節至 14 節及 5 章 6 節至 11 節
第三次經課：約翰福音 17 章 1 節至 11 節
【復活期第六主日祝文】

上帝啊，祢為敬愛祢的人；預備出人意表的福：求祢將敬愛祢的心賜給我
們，使我們愛祢在萬有之上，就可以得祢的應許，過於我們所期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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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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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代禱

1.

2.

3.

4.

5.

6.

7.

慈愛的仁愛的天父，在「新冠肺炎」的肆虐下，有些國家仍然處於嚴峻的階段，
求主施恩，賜智慧給該等國家的領袖們，能夠採取有效的防疫措施，以致疫情
能得以受控。求主看顧香港的一切防疫工作，防止社區傳播擴散，在疫情看似
稍有緩和的跡象時，市民不可掉以輕心！仍然需要持久地做好個人的防疫措施
及保持公共衞生；又求主保護各醫護人員得享平安，賜他們有智慧和愛心照顧
病人，使患者早日康復，病疫早日得到止息。
「新冠肺炎」嚴重打擊全球經濟，香港亦難倖免，求主賜智慧給政府官員與
各大企業和機構，採取有效紓解民困的措施，協助中小企營商的處境，提供
一切適切的援助；又求主使本堂教友積極回應聖公會福利協會＜心意行動─
抗疫緊急援助＞的呼籲，向孤寡老弱及低收入家庭提供援手，協助受影響的
普羅大眾解決生活上的需要，與大家共度時艱。
為香港的政治和民生禱告。主啊，在本港疫情稍為緩和的時候，社會運動又
見再次活躍起來的跡象。主啊，求你止息一切撕裂、對立和矛盾，縫補我們
的城市，使破裂的關係得到醫治，互相攻擊得以止息，主的話語在當中響起，
讓人心靈甦醒。我們繼續為行政長官、所有政府官員和各議會議員祈禱，求
主賜他們智慧與能力，以公正及愛心來管治香港，消除一切仇恨與嫉妒，並
求主使香港人堅守信念，齊心努力，建設我們的社會。
為因疫情延遲洗禮日期的洗禮班及堅振禮班的慕道朋友祈禱，感謝主將福音
的種子撒種在他們的心裡，立志信主。現時已使用視像會議形式進行課堂學
習，求主賜恩典給他們，使他們在聖靈的光照引導下，明白福音真道，靈命不
斷增長，主的話成為他們腳前的燈和路上的光，盼能在 6 月 7 日（三一主日）
崇拜中舉行聖洗禮，使他們成為上主的兒女，加入教會，榮耀上帝。
本堂今年開基 155 周年，原先各項慶祝活動亦因疫情的關係取消或延期舉行，
求主使疫情早日過去，使下半年可以恢復進行各項的堂慶活動；又特別為延後
至 8 月才舉行的第 10 屆「啟發」課程聚會、西南聯區葡萄園中心舉辦的暑期
活動及 11 月西南聯區換物嘉年華祈禱，求主使以上的活動不受疫症影響，在
現今困難的時候，求主叫我們學習信心和忍耐，作隨時的預備；又並求主保守
我們的心志和帶領各樣籌備的工作，使我們所作的一切都能造就人，好讓傳福
音的工作在各樣的事工中得以展開。
為慈光堂及呂利武牧師代禱；為該堂五年計劃(2017−2021)能順利進行代禱；
為該堂三間牧區幼稚園、三間老人中心和聖公會聖約翰小學事工禱告；為該堂
與聖馬可堂及聖十架堂聯合事工代禱。
至慈悲的天父，祢是天地萬物的創造主，在現時疫情的情況下，求主照顧各人
身心靈的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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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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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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首(寰宇羣生歌) (周刊第 12 頁)
宣召
「耶穌說：『凡愛我的人就會遵守我的道，我父也會愛他，
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與他同住。』」(約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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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恆) 使徒行傳 17 章 22 節至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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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嘉敏) 彼得前書 3 章 13 節至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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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首(保惠師歌) (周刊第 13 頁)
福音(葉錦輝牧師) 約翰福音 14 章 15 節至 21 節 (禮文第 5 頁)
講道 .................................................... 蔡樂媚牧師
尼吉亞信經 .......................................禮文第 5-6 頁
代禱(何嘉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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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首(瞻仰慈容歌) (周刊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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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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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樂媚牧師)眾跪
祝福(葉錦輝牧師) ............................. 禮文第 13 頁
差遣(葉錦輝牧師) ............................. 禮文第 13 頁
退堂詩 .................... 普天頌讚 443 首(信中近主歌) (周刊第 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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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心意行動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心意行動」
心意行動」－支援弱勢齊抗疫》
支援弱勢齊抗疫》

新型肺炎疫情持續，嚴重影響香港社會經濟，不少個人及家庭正面對突如其
來的衝擊如裁員、開工不足、公司倒閉等等，同時要應付購置防疫物資等額
外支出，因此收支失衡、經濟拮据 。
「心意行動」有見及此，特別為這些人士和家庭提供緊急援助，尤其是未能
受惠於現時福利服務的群體，為他們提供短期緊急現金或食物援助。弟兄姊
妹（不論教友或非教友）如有需要，歡迎透過「心意行動」熱線 8209-8122，
或心意行動 WhatsApp 號碼 5263-5850 ，向負責社工查詢申請安排。
《
「心意行動
「心意行動」
心意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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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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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疫常用
抗疫常用資源
常用資源】
資源】

因應新冠狀病毒疫情，普羅大眾生活皆受影響。有見及此，香港聖公會福利協
會遂整合有關社會福利機構之援助抗疫資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家庭如面
對失業及經濟困難，可運用以下的社區資源，幫助度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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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名稱
對象
援助範疇
查詢及聯絡方法
心意行動「抗 申請個人/家庭須符合資產 食物援助上限為 心意行動熱線：
疫緊急援助」 及入息要求，申請時未有領 港幣$500 食物券 8209-8122
取綜援、未成功申請其他基 現金援助上限為 Whatsapp 查詢號碼：
港幣 2500 元。 5263-5850
金及食物援助服務。
公益金及時抗 支援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遭受 資助金額： 有關批核中心的資料及
疫基金
突變的個人及家庭，目標對 港幣 2,000 元至 聯絡方法，
象為從事酒店、旅遊、餐 10,000 元不等， 可瀏覽下列網址：
飲、運輸及零售業的僱員， 按家庭成員數目 https://www.commchest.
org/zh_hk/rainbow以及需接受檢疫隔離而影響 釐定。
fund/centres
生計的香港居民，須符合資
產及入息要求。
嗇色園緊急援 於 2020 年 1 月至 6 月期間 每個成功申請個 查詢電話： 2277助基金～新型 被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案可獲發一個月 4688
冠狀病毒確診 之個案
生活援助，上限 電郵留言：
個案緊急生活
為港幣 20,000 元 ssyef@siksikyuen.org.hk
援助金
短期食物援助 經證實難以應付日常食物開 為有需要個人 / 可聯絡營辦短期食物援
服務計劃 支的個人/家庭，包括失業人 家庭提供不多於 助服務的非政府機構詳
士、低收入人士、新來港人 8 星期的短期食 情可參閱下列網址：
士、露宿者，以及因遭逢突 物支援，解決緊 shorturl.at/fBDW9
變而有即時經濟困難的個人/ 急需要。
家庭。
綜合社會保障 綜援計劃的目的，是以入息 不同類別的綜援 申請人可親自前往其區
援助(綜援) 補助方法，為那些在經濟上 受助人可獲發不 內的社會保障辦事處，
計劃
無法自給的人士提供安全 同的標準金額， 或用電話、傳真、電郵
網，使他們的入息達到一定 以應付生活上的 或郵遞方式提出申請，
水平，以應付生活上的基本 基本需要。 或由政府部門或其他非
需要。申請人必須通過入息
政府機構轉介。
及資產的審查。
社署熱線：2343-2255

備註：由於各個基金之時限可能不同，一切以相關機構所提供之資料為準，以上
之內容只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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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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級別暫以 ZOOM 視像會議形式復課
視像會議形式復課)
2. 主日查經組、主日信仰班 101-401 班、周三、周五查經班。(部份組別暫
以 ZOOM 視像會議形式復課
視像會議形式復課)
3. 洗禮堅振禮班。(4 月 18 日以 ZOOM 視像會議形式復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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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像會議形式復會)
8. 周三祈禱會。(暫以 ZOOM 視像會議形式復會)
9. 金色年華福音聚會、何善衡夫人敬老院探訪活動。
(3) 教友務必注意個人衛生，提防被感染的風險。如需教會協助，請與本堂
幹事或牧者聯絡。
主僕
葉錦輝牧師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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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級別暫以 ZOOM 視像會議形式復課)
【主日信仰班】暫停聚會至另行通知(部份組別暫以 ZOOM 視像會議形式復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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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輔理聖品林壽楓法政牧師於本主日前往聖路加堂主日崇拜主禮，敬希垂注。
2.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已見緩和，本堂幹事已回復正常上班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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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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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頂沿夏力道
堂慶步行籌款
待定
接盧吉道(繞行一圈) 全堂教友
(為聖堂冷氣工程)
堂慶培靈會
19日
主題：從「啟示錄」 下午9月2:30-5:30
周兆真博士主講
本堂聖堂
看信徒的末世盼望
(延期)11月15日(主日)
鄺保羅大主教
堂慶感恩聖餐崇拜 (早堂)上午8:00
本堂聖堂
主禮及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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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期)2021年1月24日
聖地遊
以色列
詳情列後
(主日)至2月2日(二)
(註#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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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2)茲因外地「新冠肺炎」疫情發展，以色列聖地遊改定於2021年1月24日至2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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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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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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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關係，改
定於 9 月 5 日下午 3:00 在聖路加堂舉行，敬希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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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2 日（星期日至星期二）(茲因疫情更改活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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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聖士提反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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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6 日前報名交訂金的可獲
日前報名交訂金的可獲 $400 優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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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本堂會計收
郵寄本堂會計收。
截止日期：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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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本主日) ＼ 時間：下午 1:30 分至 4:00
題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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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後獲通知有關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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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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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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友消息

本堂教友李莫鳳珠女士已於 5 月 7 日主懷安息，現定於 5 月 19 日(禮拜二)上午
10:00 假世界殯儀館明愛堂舉行安息禮，隨即移柩柴灣歌連臣角火葬場舉行火葬
禮。願主安慰其家人。
2. 本堂教友馬陳萌華女士(馬臨教授夫人)已於 5 月 1 日主懷安息，現定於 5 月 25 日
(禮拜一)上午 10:30 假香港殯儀館舉行安息禮。願主安慰其家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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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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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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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蕭柱石博士
17/5
題目：情、何以解 – 如何面對自己的情緒
時間：下午 1:30 – 3:00
31/5
聖靈降臨日
7/6
三一主日暨聖洗禮
(聖洗禮視乎疫情而定)
1/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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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六)
鄺保羅大主教
地點：聖路加堂
(下午2:30-5:30) 講員：周兆真博士
19/9(六) 155周年全堂培靈會
主題：從「啟示錄」看信徒的末世盼望
講員：郭志丕主教
教育主日
20/9
4/10
教省關懷主日崇拜
11/10
青年主日
7/11 (六) 西南聯區換物嘉年華
155 周年堂慶感恩聖餐崇拜
(早上 10:30)
主禮及講員：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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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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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君王日
聖誕平安夜聯歡聚餐(待定)
四 平安夜燭光歌述崇拜
25/12
救主聖誕日聖餐崇拜
各部聯合慶祝聖誕及聯歡聚餐
(五)
31/12
西南聯區除夕感恩聖餐崇拜 (晚上 9:00) 地點：聖士提反堂
2021 年
24/1 – 2/2 155 周年堂慶活動 – 以色列聖地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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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
24/1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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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澤共融祈禱會 2020
】
2020
｣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人所賜的。
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翰福音 14：27）
當困窘成為了常態，愁煩填塞了心靈，可能我們感到最迫切的渴求，就是一份寧謐恬
靜。誠邀你參與泰澤祈禱會，領受上主的平安，好好體恤自己，好好與人同行。
日期：5 月 22 日(禮拜五)
時間：晚上 8:00
形式：錄播 (詳情請瀏覽本教區網站或 Facebook Page)
查詢：香港島教區青年事工委員會 2526-5366(周小姐)
泰澤團體
泰澤團體位於法國勃艮地省(Burgundy)的細小鄉村，是由羅哲修士於第二次大戰
期間創立，以一個一切以善良和簡樸為中心的團體。共融祈禱
共融祈禱，是以群體方式以
重覆詠唱與安靜，歸心禱告與上主相遇。透過歌詠與默想聖言、禱文與詩歌的意
思讓信仰在內心紮根，經歷異口能同聲的可見共融。
– 網上播放

｢

年主題：
年主題：賜給我們
賜給我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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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