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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馬利亞堂通告(2022.01.23)
主內弟兄姊妹:
願主平安與你們同在。
按照 2022 年 1 月 17 日最新主教院指引，由於第五波疫情仍未止息，
主日公開實體崇拜和團體活動仍然暫停舉行，直至另行通告為止
同時，為保障公共衛生，本堂之聖堂亦繼續停止向公眾開放。
公開崇拜暫停期間，本堂於每主日上午 8：30 安排網上直播崇拜，
教友可以在家中登入教堂網頁一起參與。
網頁 https://dhk.hkskh.org/stmary/ministry_group.aspx?id=431

同時，本堂網頁繼續於每天早上(主日除外)播放：由聖馬利亞堂、
北角聖彼得堂、主誕堂、聖恩堂及聖士提反堂的牧者與傳道同工聯
合製作之「每日靈修 2022」，鼓勵教友每日抽出幾分鐘時間專注親
近上主，讓自己的靈命得以成長。
教堂辦事處辦公時間，仍然維持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教友 的 恆 常 奉 獻 ，可透過「信用卡網上奉獻系統」或以郵寄支
票往 教 堂 ， 香 港 銅 鑼灣大坑道 2A，支票抬頭請寫： 「香港聖公
會聖馬利 亞堂」 ， 支票背面請寫上姓名和奉獻項目，幹事部同工將
代為填寫捐封。
奉獻亦可透過網上連結 https://www.stmarychurch.org.hk/donation 實行。
教友若有防疫物資、或緊急牧靈需要，可以致電教堂辦事處
2576 1768 與 我 們 聯 絡 。
請各位弟兄姊妹，除個人讀經祈禱外，珍惜在家的日子，享受與家
人相處的時光，致電關懷心裡掛念的親友，繼續為香港、為前線的
醫護人員、為患者及其家人祈禱，請求上主憐憫，俯聽我們的禱告。
主僕

徐旭帆
2022 年 1 月 23 日
「父親怎樣憐憫他的兒女，主耶和華也怎樣憐憫敬畏他的人！
因為他知道我們的本體，思念我們不過是塵土。」(詩篇 103：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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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輪值※
10/4 (棕枝主日)
聖餐崇拜 (上午 8:30 分－直播)
主

禮： 徐旭帆牧師

講

道：勞漢賢牧師

家庭崇拜 (上午 10 時錄播)
主

禮：勞漢賢牧師

講

道：徐旭帆牧師

書

信：蔡卓珈同學

福

音：何柏賢同學

主 禱 文：仇靖喬同學
詩

歌：Uncle Ben & Auntie Alice
本周經課表

日期

詩篇/聖頌

舊約/次經/書信

福音

11/4 (一) 36:5-11

以賽亞書 42:1-9

約翰福音 12:1-11

12/4 (二) 71:1-14

以賽亞書 49:1-7

約翰福音 12:20-36

13/4 (三) 70

以賽亞書 50:4-9 上

約翰福音 13:21-32

14/4 (四) 116:1-2,12-19

出埃及記 12:1-4,(5-10),
11-14

約翰福音 13:1-17,
31 下-35

15/4 (五) 22

以賽亞書 52:13-53:12

約翰福音 18:1-19:42

16/4 (六) 31:1-4,15-16

約伯記 14:1-14

馬太福音 27: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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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枝主日(聖餐)禮儀
宣召

「和散那歸於大衛之子，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至高無上
的，和散那！」(馬太福音 21:9)

進堂詩
1.
2.
3.
4.
5.

紅普頌 106

乘驢歌

巍然乘驢向前進行！沿途民衆，一片歌聲；
溫柔救主向前進行，棕枝衣服，滿路鋪陳。
巍然乘驢向前進行！卑微模樣，是去成仁；
基督得勝今番開始，死亡敗退，罪惡戡平。
巍然乘驢向前進行！天上衆軍，俯首停睛；
遙看救主去作犧牲，滿懷憂慮，黯然傷心。
巍然乘驢向前進行！末次劇烈 奮鬥將臨；
天上寶座聖父關心，盼望神子 榮歸天城。
巍然乘驢向前進行！卑微模樣，是去成仁；
低頭屈受肉身苦痛，然後升天 永掌權衡。
「歌詞取自《普天頌讚》。承蒙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准印」

問安
主禮
會眾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
也 與 你 同在。

宣諭
主禮

主禮

全體

親愛的弟兄姊妹：從大齋期開始，我們就已經藉着祈禱、簡樸
生活、實踐善行，準備自己的心靈。我們今天聚集一起，將與
個教會，揭開慶祝上主逾越奧蹟的序幕――就是我們主耶穌基
督的受難、死亡和復活。耶穌基督為了完成這個奧蹟，才進入
祂的聖城耶路撒冷。
因此，讓我們懷着信德，虔誠記念耶穌榮耀進入聖城耶路撒冷，
在上主恩此寵的助佑下，跟隨基督，與祂一同背負十架，分享
祂復活的生命。
我們的救主上帝，祢的聖子耶穌基督曾以彌賽亞的身分，進入
聖城耶路撒冷面對苦難與死亡，求主祝福這些棕枝成為主耶穌
基督得勝的標記，使奉主的名高舉棕枝的人永遠稱耶穌基督為
王，並跟從祂走永生的道路。聖子與聖父、聖靈，在合一的團
契裏，永為一上帝，世世無盡。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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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班獻唱

"Hosanna to the Son of David"《和散那歸於大衛之子》
曲、詞: Dan Schutte, b. 1947

副歌：馬太福音 21:9

Hosanna to the Son of David!
O blest is he, O blest is he who come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和散那歸於大衛之子，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Hosanna to the Son of David!
O blest is he, O blest is he who come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和散那歸於大衛之子，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Rejoice, daughter of Zion, in the One who brings great joy!
Sing praise, children of Judah, for the Lord is close at hand!
鍚安的女兒啊，要向那位帶來極大喜樂者歡呼；
猶大的子孫啊，當讚美上主! 因祂已近在咫尺。
Hosanna to the Son of David!
O blest is he, O blest is he who come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和散那歸於大衛之子，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Rejoice, all who are thirsting for the streams of living joy!
Sing praise, children of Judah, for the Lord is close at hand!
渴望歡然喝飲喜樂活泉的人啊，要歡呼；
猶大的子孫啊，當讚美上主! 因祂已近在咫尺。
Hosanna to the Son of David!
O blest is he, O blest is he who come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和散那歸於大衛之子，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Rejoice, all who are longing to behold the face of God!
Sing praise, children of Judah, for the Lord is close at hand!
盼望覲見上主聖容的人啊，要歡呼；
猶大的子孫啊，當讚美上主! 因祂已近在咫尺。
Hosanna to the Son of David!
O blest is he, O blest is he who come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和散那歸於大衛之子，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Rejoice, all who are hungry for the taste of living bread!
Sing praise, children of Judah, for the Lord is close at hand!
渴慕親嚐永生之餅的人啊，要歡呼；
猶大的子孫啊，當讚美上主! 因祂已近在咫尺。
Hosanna to the Son of David!
O blest is he, O blest is he who come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和散那歸於大衛之子，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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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文 (棕枝主日)
主 禮

我們要祈禱：
全能永生的上帝，祢憐憫世人，差遣祢的聖子，我們的救主
耶穌基督降生成人，在十字架上受死，使我們能追隨祂極謙
卑的榜樣：求祢施憐憫，使我們能與基督一同受苦，亦能與
祂一同復活；藉賴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而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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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經課

(以賽亞書 50:4-9)

50:4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
主每天早晨喚醒，喚醒我的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

50:5

主耶和華開啟我的耳朵，我並未違背，也未退後。

50:6

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兩頰的鬍鬚，我由他拔；人侮
辱我，向我吐唾沫，我並不掩面。

50:7

主耶和華必幫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著臉面好像堅石，也知
道我必不致蒙羞。

50:8

稱我為義的與我相近；誰與我爭論，讓我們來對質；誰與我作對，
讓他近前來吧！

50:9

看哪，主耶和華必幫助我，誰能定我有罪呢？看哪，他們都要像
衣服漸漸破舊，被蛀蟲蛀光

啟
應

這是上主的道。
感謝上主。

詩篇

31:9-16

31:9

耶和華啊，求你憐憫我，因為我在急難之中；我的眼睛因憂愁
而昏花，我的身心也已耗盡。

31:10

我的生命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歲為嘆息所荒廢；我的力量因
我的罪孽衰敗，我的骨頭也枯乾。

31:11

我因所有的敵人成了羞辱，在我鄰舍跟前更加羞辱；那認識我
的都懼怕我，在街上看見我的都躲避我。

31:12

我被遺忘，如同死人，無人記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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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我聽見許多人的毀謗，四圍盡是驚嚇；他們一同商議攻擊我，
圖謀害我的性命。

31:14

耶和華啊，我仍要倚靠你；我說：「你是我的上帝。」

31:15

我終生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脫離仇敵的手和那些迫害我
的人。

31:16

求你使你的臉向僕人發光，憑你的慈愛拯救我。

第二次經課

(腓立比書 2:5-11)

2:5
2:6

使徒保羅說：「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他本有上帝的形像，卻不堅持自己與上帝同等；

2: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

2:8
2:9
2:10
2:11

就謙卑自己，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上帝把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眾膝都要
跪下，
眾口都要宣認：耶穌基督是主，歸榮耀給父上帝。

啟

這是上主的道。

應

感謝上主。

基督受難福音
福音員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願讚美歸與基督，永恆榮耀的君王。
基督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上帝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主耶穌基督受難的事蹟記載在聖路加福音 23:1-49。
眾人都起來，把耶穌解到彼拉多面前。
他們開始控告他說：「我們見這人煽惑我們的國民，禁止我們
納稅給凱撒，並說自己是基督，是王。」
彼拉多問耶穌：
「你是猶太人的王嗎？」耶穌回答：
「是你說的。」
彼拉多對祭司長們和眾人說：「我查不出這人有甚麼罪來。」
但他們越發竭力地說：「他煽動百姓，在猶太全地傳道，從
加利利起，直到這裏了。」
彼拉多一聽見，就問：「這人是加利利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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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既知道耶穌屬希律所管，彼拉多就把他送到希律那裏去。那時
希律正在耶路撒冷。

23:8

希律看見耶穌就非常高興；因為聽見過他的事，早就想要見他，
並且指望看他行些神蹟，
於是問他許多的話，耶穌卻一言不答。
那些祭司長和文士都站著，竭力控告他。
希律和他的士兵就藐視耶穌，戲弄他，給他穿上華麗的衣服，
把他送回彼拉多那裏去。
從前希律和彼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竟成了朋友。
彼拉多傳齊了眾祭司長、官長和百姓，

23:9
23:10
23:11
23:12
23:13

23:16
23:18

對他們說：「你們解這人到我這裏，說他是煽惑百姓的。看哪，
我也曾在你們面前審問他，並沒有查出這人犯過你們控告他的
任何罪；
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來。可見他沒有做甚麼該死
的事。
所以，我要責打他，把他釋放。」
眾人卻一齊喊著說：「除掉這個人！釋放巴拉巴給我們！」

23:19

這巴拉巴是因在城裏作亂和殺人而下在監裏的。

23:20
23:21
23:22

彼拉多願意釋放耶穌，就再次向他們講話。
無奈他們喊著說：「把他釘十字架！把他釘十字架！」
彼拉多第三次對他們說：「為甚麼呢？這人做了甚麼惡事呢？
我並沒有查出他有甚麼該死的罪來。所以，我要責打他，把他
釋放。」
他們大聲催逼彼拉多，要求他把耶穌釘十字架；他們的聲音終
於得勝。
彼拉多這才照他們的要求定案；

23:14

23:15

23:23
23:24
23:25
23:26
23:27

又把他們所要求的那因作亂和殺人而下在監裏的人釋放了，而
把耶穌交給他們，隨他們的意思處置。
他們把耶穌帶去的時候，有一個古利奈人西門從鄉下來，他們
就拿住他，把十字架擱在他身上，叫他背著跟在耶穌後面。
有許多百姓跟隨耶穌，其中有好些婦女為他號咷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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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8

耶穌轉身對她們說：「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為我哭，要為你
們自己和你們的兒女哭。

23:29

因為日子將到，人要說：『不生育的、未曾懷孕的，和未曾哺
乳孩子的有福了！』
那時，人要向大山說：『倒在我們身上！』向小山說：『遮蓋
我們！』
他們若在樹木青綠的時候做這些事，那麼在枯乾的時候將會怎
麼樣呢？」
另外有兩個犯人也被帶來和耶穌一同處死。
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他們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
上，又釘了兩個犯人：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
〔 這時，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
們不知道。」〕士兵就抽籤分他的衣服。
百姓站在那裏觀看。官長也嘲笑他，說：「他救了別人，他若
是基督，是上帝所揀選的，救救他自己吧！」
士兵也戲弄他，上前拿醋送給他喝，
說：「你若是猶太人的王，救救你自己吧！」
在耶穌上方有一個牌子寫著：「這是猶太人的王。」

23:30
23:31
23:32
23:33
23:34
23:35
23:36
23:37
23:38

23:42
23:43

同釘的犯人中有一個譏笑他，說：「你不是基督嗎？救救你自
己和我們吧！」
另一個就應聲責備他，說：
「你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上帝嗎？
我們是應得的，因為我們是自作自受，但這個人沒有做過一件
不對的事。」
他對耶穌說：「耶穌啊，你進入你國的時候，求你記念我。」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

23:44

那時大約是正午，全地都黑暗了，直到下午三點鐘，

23:45
23:46

太陽變黑了，殿的幔子從當中裂為兩半。
耶穌大聲喊著說：「父啊，我將我的靈交在你手裏！」他說了
這話，氣就斷了。
百夫長看見所發生的事，就歸榮耀給上帝，說：「這人真是個
義人！」

23:39
23:40
23:41

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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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8
23:49
福音員

聚集觀看這事的眾人，見了所發生的事，都捶著胸回去了。
所有與耶穌熟悉的人，和從加利利跟著他來的婦女們，都遠遠
地站著，看這些事。
這是基督受難的事蹟。

講道
尼吉亞信經
主禮
全體

讓我們承認我們的信仰。
我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聖父――創造天地，
並一切有形無形萬物的主。
我們信獨一的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
在萬世以前為聖父所生， 從上帝所出的上帝，
從光所出的光， 從真神所出的真神，
是生、非造、與聖父同體。
萬物都是藉着祂受造。
祂為要拯救我們世人，從天降臨。
因聖靈的大能，為童貞女馬利亞所生，成為人身，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
被害，受死，埋葬。
應驗了聖經的話，第三天復活，升天，坐在聖父的右邊。
將來必在榮耀中再臨，審判活人死人，祂的國永無窮盡。
我們信聖靈，是主、是賜生命者，
從聖父、聖子所出，
與聖父、聖子，同受敬拜，同享尊榮。
昔日藉眾先知傳話。
我們信使徒所傳惟一聖而公之教會。
我們承認為赦罪而設的獨一洗禮。
我們盼望死人的復活， 並來世的永生。阿們。

代禱
主禮
全體

讓我們效法基督，願意承擔祂的苦難，向上帝祈禱。
至聖之上帝，
至聖大能之上帝，
至聖永生之上帝，
憐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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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應
啟
應
啟

應
啟
應
啟
應
啟
應
啟

應
啟
應
啟
應

為我們都曾背棄耶穌，讓我們與祂修和。
主啊，求祢憐憫。
為所有基督徒，從分裂的痛苦中，曉得主內共融的豐盛。
主啊，求祢憐憫。
為那些將世界變成戰場的人，我們特別記念正在發生戰亂的地方
烏克蘭和俄羅斯，求主讓我們了解人性中的貪婪、仇恨、爭競，
以致我們能追求真正的和平、溫柔與良善。
主啊，求祢憐憫。
為獻身正義與和平工作的人，特別為所有制定及執行法律的人，使
我們的生活得在上主的公義與憐憫中建立秩序。
主啊，求祢憐憫。
為那些在黑暗及苦惱中被隔絕的人，求主使他們得着關懷及鼓勵。
主啊，求祢憐憫。
為那些因為困難、失敗或試煉而跌倒，與感到被上帝離棄的人。
仁慈的主，求祢垂聽；
主啊，求祢憐憫。
為澳門傳道地區主教陳謳明大主教、各聖品和會眾，為該區的牧
職事奉及領袖培訓，為宣教與牧養、青少年事工及婦女事工發展
代禱；又為澳門傳道教區成立籌備工作代禱。
仁慈的主，求祢垂聽；
主啊，求祢憐憫。
為所有因誘惑而放棄走上十字架道路的人。
主啊，求祢憐憫。
為我們與所有在信德中離世的人，在基督再臨的日子，同蒙基督
的憐憫。
主啊，求祢憐憫。
** 在安靜中，讓我們為大家和自己關心的事禱告 **

為新冠感染者得到適切的照顧，無論在家隔離，或在隔離中
心，或在醫院，都感到主的同在，心裏得平安

為市民的起居生活，為他們因這一波疫症來臨所面對生活
和工作的困擾和憂慮

為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停火談判，為戰爭中的死傷者，為要逃
離戰場而流徙各地的烏克蘭人民

為教會進入基督受難聖周，為我們願意與基督同行的心志
11

總結禱文
主禮
仁慈的主啊，祢渴望人類的回轉，重新歸向祢，願意赦免
我們、寬恕我們，使我們不再走進因為人性的軟弱而製造
出來的紛亂中，使我們看見祢的榮光：黑暗不再成為威脅，
軟 弱 不 再 成為我們對祢卻步的藉口，而是我們能夠因為認
識祢，而知道生命的 方向，和相信祢是我 們唯一的依靠。
藉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祂是那位曾走在苦難的
路上，為我們的罪犧 牲自己的生命，卻又 復活過來的主。
應
阿們。

平安禮
主禮

從前你們是遠離上帝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靠着祂的血，
已經得以親近了。(以弗所書 2:13)
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全體

也與你同在。

奉獻詩
1.
2.
3.
4.
5.
6.

紅普頌 31

崇拜聖名歌

有膝都當跪下，崇拜耶穌名，有舌都當承認，祂是榮耀君;
祂是太初真道，祂是真光明，我們稱祂主宰，乃父所歡欣。
奉了祂的命令，萬物始造成，天使始現容顏，天軍始發聲，
寶座始皆建立，羣星始流行，天空始成統系，萬緒始有倫。
暫時自己卑微，誕降罪人中，接受世間名字，亦如眾孩童，
忠心守此名字，聖潔貫始終，最後戴此名字，勝死建奇功。
歡然舉此名字，藉著人的光，超過各級羣靈，達到天中央，
升上莊嚴寶座，來到父右方，充滿完全平安，天堂榮耀光。
心中設起寶座，歡迎主降臨，為我洗清污點，驅假留真誠；
若遇試探攻擊，求主為將領，願依主的旨意，跟主向前行。
將來主必再臨，戴着父榮光，周圍天軍侍立，歡然同聲唱，
萬國君王華冕，齊加主頭上，萬民同心承認 主為榮耀王。
「歌詞取自《普天頌讚》。承蒙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准印」

全體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獻禮文
主禮
會眾

耶穌，祢是真葡萄樹，是生命的糧，為世界的救贖而犠牲自己，
求祢讓我們也能經歷祢的受難和死亡，並在祢的愛裏得以完全。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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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祝謝文
主禮
會眾
主禮
會眾
主禮
會眾

願主與你們同在。
也與你同在。
你們心裏當仰望主。
我們心裏仰望主。
我們應當感謝我們的主上帝。
感謝讚美我們的主上帝是應當的。

主禮

全能永生的上帝聖父，我們藉着祢的聖子耶穌基督，常常感謝讚
美祢，實在是理所當然的。
在我們進入記念祢聖子受難和復活的日子，祢呼召萬民認識祂
及其未為人知的尊榮。祢藉着永生十架的權能，宣示對世界的審
判，並顯明被釘十架基督的榮耀。祂將自己一次獻上，成為永遠
的贖罪祭、被宰殺的羔羊、永生之主、我們天上的中保。
因此，我們與天使和天使長，天上的會眾，一同稱讚頌揚祢有
榮耀的聖名，常讚美祢說：
聖哉，聖哉，聖哉，
天地萬軍的主上帝，
你的榮光充滿天地。
歡呼之聲，響徹雲霄。
奉你名而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歡呼之聲，響徹雲霄。
恩慈的聖父，在祢無窮的大愛裏，祢照自己的形像創造我們；當
我們陷落到罪惡裏，受到邪惡和死亡的轄制時，祢憐憫我們，
差遣祢獨生永恆的聖子，降生為人，經歷生死。
祂為遵行祢的旨意，在十字架上將自己獻上，作為全人類完全的
活祭，使我們和祢――萬有的聖父上帝，重新和好。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在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
分給祂的門徒說：
「你們拿着吃，這是我的身體，是為你們捨的；
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餐後，祂拿起杯來，祝謝了，就遞給門徒，說：「你們都喝這個，
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使罪得赦。你
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因此，我們要宣揚信仰的奧秘，說：

全體

主禮

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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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

主禮

全體

基督曾經受死，
基督現已復活，
基督將要再臨。
天父啊，我們舉行這稱頌和感謝的獻祭，慶祝我們得蒙救贖。我
們將這些禮物奉獻給祢，追念聖子的受死、復活和升天。
求祢差遣聖靈，將這餅和酒分別為聖，成為祢子民在基督裏永恆
生命的聖潔飲食，即聖子的身體和寶血。也求祢將我們分別為聖，
叫我們可以誠心領受這聖事，和睦團結，恆心服侍祢；到了末日，
就可以與祢的眾聖徒，進入祢永遠的國， 同享喜樂。我們所願
所求的，都是靠着祢的聖子耶穌基督。
藉着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及在聖靈的合一裏，一切尊貴
榮耀皆歸與祢――全能的聖父，從現在直到永遠。
阿們。

主禱文
主禮
全體

現在遵照我們救主基督的教訓，我們禱告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祢的名被尊為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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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賜給我們。
饒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都是祢的，從現在直到永遠。
阿們。

擘餅
主禮
會眾

我們吃這餅，喝這杯，
我們宣告基督的死，直等到祂再來。
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主，憐恤我們。
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主，憐恤我們。
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主，賜我們平安。

領餐後祈禱
主禮

會眾

主耶穌基督，祢自甘卑微，取了奴僕的形像，又為救贖我們
順服至死：求祢叫我們決意跟隨祢，並宣稱祢是我們的主、
我們的王，願一切榮耀歸與聖父上帝。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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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
主禮

被 釘 十 字 架的基督，吸引你們歸向他，使你們在他裏面找
到 信 心 的 穩固基礎，盼望的堅定支持，赦罪的確實憑據；
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給你們，保護你們，
直到永遠。阿們。

結禮聖詩

紅普頌 104

無量榮光歌

1.

無量榮光和讚美，全歸救世之君，
當年兒童的歌唇，何散那歌聲震

2.

大衛王家的後裔，以色列人君王，
奉父聖名來世界，當受萬眾讚揚。〔副歌〕

3.

天使天軍無量數，在天讚美主名，
受造萬物和萬民，在地高歌相應。〔副歌〕

4.

當初有希伯來族，迎主歡拂棕枝，
如今我眾同恭獻 頌讚祈禱歌詩。〔副歌〕

5.

當年在主受難前，他們向主歌詩，
如今在主升天後，我們奉獻新詞。〔副歌〕

6.

慈悲之主愛善良，從前悅納他們，
懇求如今也接受，我眾讚美之誠。〔副歌〕

〔副歌〕

無量榮光和讚美，全歸救世之君，
當年兒童的歌唇，”何散那”歌聲震。
「歌詞取自《普天頌讚》。承蒙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准印」

差遣
主禮
會眾

你們要平平安安地敬愛主、服侍主。
感謝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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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區消息】
「健康

喜樂

盼望」 計劃 Health
網上靜修操練

Happiness

Hope

關懷馬堂教友的身、心、靈需要及成長是 3H 計劃的重要一環，我們特別安排
了兩堂網上靜修操練，邀請各位參與。
「正念」(Mindfulness)幫助人專注於當下, 不多判斷或批評, 從而覺察自心。
基督教的靜修操練更進一步，能讓我們與那自有永有的上帝建立深層關係，從
而看待一切，活出祂計劃中的我。
靜修操練 (一)
日期： 4 月 21 日（四）
時間： 晚上 8:30 - 9:30
地點： Zoom 視像形式 (在較安靜的地點進行操練更爲有效)
主領： 香港聖公會牧愛堂主任牧師呂利武牧師
内容： 簡介靜修及講解如何透過呼吸操練去安靜自己,從而察覺、關注當下
的自己(特別是身體上的需要)。
靜修操練 (二)
日期： 4 月 28 日（四）
時間： 晚上 8:30 - 9:30
地點： Zoom 視像形式 (在較安靜的地點進行操練更爲有效)
主領： 香港聖公會牧愛堂主任牧師呂利武牧師
内容:
先靜修練習, 再講解如何覺察自己思想。是次練習除了關懷身體的
需要,也會特別為一件事做感恩操練。
有興趣參加者透過鏈結於 4 月 17 日前報名
https://forms.gle/smtaP5cEgVPawsz46，亦可掃描 QR Code
如有查詢，請聯絡聖雅各福群會華萍姑娘(電話：3582 3483/ 9588 1007)
或幹事部梁浩文主任(電話：25761768）

「一杯涼水」畫班、福音歌唱班、Rachel、「星期二聖餐崇拜」
因應疫情影响，4 月份活動暫停至另行通告。

婦女部研經班
日
時
地
主
講

期：4 月 19 日(二)
間：下午 2:00
點：錄像形式
題：加拉太書
員：徐旭帆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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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程變更…啟發在線
「啟發課程之新世代系列」於每星期六上午11時至12時30分舉行。詳情如下:日期 1
主題
4 月 23 日
#6
祈禱咩嚟㗎
4 月 30 日
#7
神點樣指引我們
聖靈係邊個? 做咩
5月7日
#8
點樣被聖靈充滿
點樣活得更精彩
5 月 14 日
#9
點樣抵擋邪惡
5 月 21 日
#10
神今日仲會醫治人
5 月 28 日
#11
咩係教會同傳福音
詳情請留意教堂網站；查詢及報名可聯絡幹事部吳麗文姑娘或黃文青姊妹。

青少年部團契聚會
和平團：
時 間：
地 點：
主 題：
負 責：

4 月 10 日(主日)
下午 8:00-9:30
視像形式
約翰福音
張芷諾

仁愛團：
時 間：
地 點：
主 題：
負 責：

4 月 19 日(二)
下午 8:00-9:30
視像形式
早期教會史
麥明心

成人團契
日 期：4 月 14 日(四)
時 間：下午 8:30- 9:30
地 點：視像形式
主 題：路加福音
領 詩：張錫榮
領研經：徐旭帆牧師

傳道培育部細胞小組
喜樂組：4 月 10 日（主日）下午 2:00
地 點：視像形式
主 題：A 貨信徒 - 相信神，但不認為祂公平
負 責：麥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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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愛組：4 月 12 日（二）下午 8:00
地 點：視像形式
主 題：使徒行傳
負 責：莫瑋玲
感動組：4 月 13 日（三）下午 8:00
地 點：視像形式
主 題：使徒行傳
負 責：李德康
領 詩：江泳嫻
分 享：江淑貞
良善組：4 月 14 日（四）下午 8:00
地 點：視像形式
主 題：耶穌的死亡與復活（以馬忤斯信仰「新」旅程）
負 責：張陳翠萍
快樂組：4 月 22 日（五）下午 7:00
地 點：視像形式
主 題：約翰福音
負 責：劉陳詠琴

幹事部消息
4月15日(五)至16日(六)及18日(一)為公眾假期，幹事部休假三天。敬希垂注。

申請免稅額的奉獻証明書
教友若需要本堂簽發 2021 – 2022 年度奉獻証明書，請與幹事部聯絡。

恭

賀 ☺

本 堂 教 友 羅 昉 、 李 承 智 夫 婦 於 4 月 5 日 喜 添 男 丁 ， 重 3.2kg， 取 名
李 俊 箎 ， 母子平安。本堂仝人願上主賜福李 俊 箎 健康快樂成長。

主日 獻花、 獻刊、


紀念

李權富夫婦 500 元
馮慕慈，馮靄華紀念兄長馮啟德 100 元
馮詩韻，馮詩琪紀念父親馮啟德 100 元
梁劉銀瑛紀念李建德女士 200 元、王堯壽先生 200 元
馬池麗春紀念馬紹殷先生 30,000 元
家人紀念馬紹殷先生 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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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懷安息
本堂教友王堯壽先生於 3 月 29 日主懷安息。其安息禮訂於 4 月 15 日（五）
下午 2 時在聖堂舉行。請為王堯壽弟兄的家人代禱，願上主恩慰臨在。

主懷安息
本堂教友廖鳳明女士於 3 月 12 日主懷安息。其安息禮訂於 4 月 19 日（二）
下午 3 時在聖堂舉行。請為廖鳳明女士的家人代禱，願上主恩慰臨在。

【教區/教省消息】
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東區聯區聖週禮儀周刊稿
因應嚴峻疫情仍未止息，教堂未能於聖週舉行公開崇拜及聚會。香港聖公會
香港島教區東區聯區除了三次特別崇拜外，從棕枝主日至聖週六，七位牧師
每天均以錄像形式分享聖週信息。主題：與基督同行
4 月 10 日(棕枝主日)
─ 林振偉牧師
4 月 11 日(聖週星期一)
─ 盧君灝牧師
4 月 12 日(聖週星期二)
─ 魯潤森牧師
4 月 13 日(聖週星期三)
─ 冼月芬牧師
4 月 14 日(基督設立聖餐日) ─ 梁秀珊牧師
4 月 15 日(救主受難日)
─ 徐旭帆牧師
4 月 16 日(聖週星期六)
─ 勞漢賢牧師

2022 年聖週(Holy Week)節期崇拜
日期
時間
聚會內容/性質
地點
14/4(四) 下午 6:00
設立聖餐日
北角聖彼得堂
上午 10:00
聖雅各堂
基督受難日:
15/4(五)
上午 10:30 救主受難紀念禮儀
主誕堂
主復活日前夕： 聖馬利亞堂
16/4(六) 下午 6:00
祝聖新火禮儀
救主復活日：
聖馬利亞堂
17/4(主日) 上午 8:30
聖餐崇拜
歡迎大家屆時登入教堂網頁一起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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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播放連結
http://dhk.hkskh.org/stmary
http://dhk.hkskh.org/stmary
http://dhk.hkskh.org/stmary
http://dhk.hkskh.org/stmary

主設立聖餐日祝聖聖油暨聖品重申牧職委身禮儀
香港島教區於本年主設立聖餐日 4 月 14 日（星期四）早上 9 時 30 分於中環
聖約翰座堂舉行「祝聖聖油暨聖品重申牧職委身禮儀」，由教區主教謝子和主
教主禮及祝聖教會生活中使用的三種油膏，分別為慕道聖油、病者聖油及至聖聖
油，同時在崇拜中聖品將重申牧職委身之承諾。歡迎所有信徒透過網絡直播參禮。
YouTube 連結﹕ https://youtu.be/OIxPpeO_Tq0
教區網頁﹕ https://dhk.hkskh.org
聖約翰座堂網頁﹕www.stjohnscathedral.org.hk

救主受難日、救主復活日、善牧主日奉獻
教區函示，鑑於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止息，教堂未能舉行公開崇拜活動，
有關以下崇拜所收的奉獻作特別安排：
(一) 救主受難日（四月十五日）
各堂無須捐贈當日獻金，教省將代表各堂撥款捐贈耶路撤冷教區，以支
持聖地事工，並增進兩地之教誼。
(二) 救主復活日（四月十七日）
取消該主日崇拜獻金敬送予該堂主任牧師或主理聖品之安排。
(三) 善牧主日（復活期第四主日，五月八日）
如當日各堂能舉行公開崇拜，該主日之獻金將全數撥送本教區神學
基金，作為訓練聖品人之用。

泰澤共融祈禱會(網上)
香港聖公會

香港島教區青年事工委員會舉辦

｢2022 年主題：攙扶同行｣
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希伯來書 10:24
離散與缺裂的濫觴，在於恐懼和猜忌，唯有上主的慈愛能超越時空，消弭人性
中罪的癥結。我們誠邀你參與泰澤共融祈禱會，一同領受上主的恩情，並彼此
真誠相待，互勉同行。
日期：4 月 22 日(星期五)之泰澤共融祈禱會於網上播放，並在當日中午
十二時於香港島教區網站及 Facebook 專頁公開播放。
歡迎大家前來認識泰澤共融祈禱！
查詢：香港島教區青年事工委員會 2526 5366(周小姐)或瀏覽香港島教區網站
dhk.hksk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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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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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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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公會 香港島教區 東區三堂聯合青少年事工
「約書亞計劃」隊工招聚活動
4 月 14 日設立聖餐日 Last supper 之 take away, please﹗
在參與設立聖餐日網上崇拜後，為東區聯堂的青年教友提供一個平台，把崇
拜裏所領受的點點滴滴，與人分享，去蕪存菁；把上帝給我們的啟示和感
動，外賣帶走，存在心裏，奔走世程。活動詳情如下：
對象：東區三堂青少年或有意認識或參與「約書亞計劃」之教友
日期：2022 年 4 月 14 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 6 時至 7 時 30 分（包括網上參與設立聖餐日崇拜）
地點：Zoom 遠程會議
報名：https://forms.gle/MeVWge24Fzd3TJAh7（或掃描二維碼報名）
截止日期：4 月 14 日下午 4 時正
負責人：勞漢賢牧師、姚子健
詳情可與各堂幹事查詢。

香港聖公會婦女總團 Zoom 分享會 –
「線上近距離 — 聚吓，傾吓，抒發吓！」
因限制社交距離措施，各堂至今未能安排實體團契聚會，婦女總團為與各姊妹
保持聯絡，特安排兩次網上分享會，以輕鬆的方式與各姊妹跨距離團契分享，
歡迎各教友參加。詳情如下:
日期及主題:
2022 年 4 月 23 日(星期六) – 與你同行 共渡疫情
時間 : 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45 分
內容 : 安靜放鬆練習、主題分享、分组小談 名額 : 100 人
如有興趣參加，可聯絡貴堂婦女部/代表或瀏覽本總團 Facebook。

拾點｢青場｣系列 - 留一晚與你鬆鬆
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 青年事工委員會舉辦

想和你畫畫禪繞畫
日期：2022 年 4 月 22 日（五） 晚上 10 時
模式：Zoom
費用：每位港幣 30 元正 (包括專業工具及禪繞畫專用紙一份，參加者須在
4 月 21 日前到香港島教區辦事處領取-香港般咸道 71 號 3 樓)
導師：許珍珍（曾任社工廿多年，於 2020 年成立工作室“了了學。圓”，全力
推動自我關懷的正念生活態度）
對象：青年信徒
截止報名日期：2022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二）
報名方法：請掃瞄二維條碼報名
查詢：香港島教區青年事工委員會周小姐（2526 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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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心意行動抗疫呼籲
抗疫專線:
新冠疫情持續兩年多，已令香港社會民生大受影響。今年二月，第五
波疫情來勢洶洶，近日市民利用快速測試令確診數字屢創新高，留家檢
疫人士急增，往往因未能找到即時支援而十分徬徨。有見及此，心意行
動在大主教及主教院的支持下，推出抗疫專線，為有需要的牧區及聖公
會群體提供：包括經濟援助、社交支援、情緒輔導、靈性支援、健康諮
詢、實物及資訊提供等。有關項目由福利協會心意行動負責，並得聖雅
各福群會鼎力支持和參與。亦獲得養和醫院「山村義工隊」支持，提供
專業諮詢、關懷和物資送遞。如有需要可致電 82039072 或以 QR code
登入網上平台預約，將由專業社工回覆跟進。
投入抗疫義工行列:
心意行動亦呼籲各位弟兄姊妹參予義工行列齊心抗疫，支援在疫情中
受影響的人士，如到聖公會的安老及殘疾人士院舍協助食物/物資分發
及文書工作、為居於社區抗疫的家庭或長者提供抗疫物資或食物送遞、
亦誠邀具醫護或心理輔導資格的弟兄姊妹為社區人士提供專業支援。弟
兄姊妹亦可按自已的恩賜與專長填寫有興趣的範疇，請利用以下 QR
Code 填寫義工資料，以便配對及安排。
最後盼望大家能慷慨捐輸，用以下 QR code 捐款支持心意行動事工。
如有查詢，請致電 25331214 與心意行動社工聯絡。

網上預約平台
義工登記表格
心意行動網上捐款連結
https://bit.ly/aolsupport https://bit.ly/aolsupport https://donation.skhwc.
_skh
_volunteer
org.hk/hk/funddonation/Act-of-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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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聆、靈
聖週(Holy Week)
聖週(Holy Week)是指教會群體記念主耶穌基督在世上最後一星期的
生活經歷。聖週由棕枝主日(Palm Sunday)開始直至救主受難日為止。
 棕枝主日(Palm Sunday)是念耶穌基督昔日謙卑地騎著驢駒進入
耶路撒冷，受到群眾夾道歡迎，並高呼祂為王。猶太人以棕櫚樹
為榮耀的象徵，因為在乾旱的巴勒斯坦，有棕櫚樹的地方，表示
附近就有水源，是畜牧民族的恩物。直至現在，猶太人仍然將棕
樹枝放在墓地上，象徵永恆的生命。
 設立聖餐日(Maundy Thursday)，源出自拉丁文指「命令」的意思。
主耶穌在當天晚上親自設立了聖餐，並且命令門徒要彼此相愛，
謙卑的服侍別人，正如祂為門徒洗腳一樣。今天，仍有不少教會
在設立聖餐日的崇拜中舉行濯足禮儀；香港聖公會每年均於當
天上午聖餐崇拜中，進行祝聖聖油和全體聖品重申牧職承諾等
禮儀；部份教會亦會於當晚聖餐崇拜中，進行濯足禮及「移除聖
壇陳設禮儀」或稱「素壇禮」。
 基督受難日(Good Friday)意即「良善的星期五」。主耶穌在這天
受難，本是悲哀，又怎麼說得上是「良善」的呢？若從主耶穌被
人釘死的事蹟上，當天應稱為「失敗」星期五。然而，從救恩的
角度來看，上帝藉著主耶穌的死亡與復活為世人成就了救恩。因
此，耶穌基督的受難，正好表達上帝的良善與慈愛。很多教會都
會舉行基督受難日崇拜，讓信徒透過頌讀及默想基督受難的經
文，反思信仰。一些信徒群體亦會舉行默想行苦路的禮儀，重溫
基督被釘的心路歷程。
 主復活日(Easter)向世界宣告「被釘十字架的耶穌基督，已經復
活了」。
主基督的復活，是初期教會宣講和見証的核心。在主後 325 年，
教會群體在尼吉(西)亞大公會議中，議決把主復活日設定在每年
春分第一次滿月後的第一個主日。
二千年以來，基督徒群體都堅信主已經復活，亦視每一主日為「小
復活日」，因著主復活的盼望，我們敢於面對生命的順逆與死亡
的挑戰，珍惜在教會中與主內弟兄姊妹共慶救主復活的恩典，讚
頌上帝聖名，在每天生活中為復活的基督作見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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