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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http://dek.hkskh.org/calvary

三十三卷

第二十五期

主任牧師：劉榮佳牧師
兒童事工幹事：朱惠琴
幹事：區恩諾、趙麗君、陳淑卿、黎詠斯
社服中心幹事：何潔雲
聖本德中學校牧:余欣婷

二零二一年八月八日

全年主題：走出黑暗，進入光明
上主聖言、謳歌頌讚
聖詩
:27、425
經課(一):列王紀上 19:4-8
詩篇
:34:1-8
經課(二):以弗所書 4:25-5:2
福音
:約翰福音 6:35,41-51
奉獻為主為教會
隨意樂捐不勉強

聖靈降臨期第十一主日

分題：謹遵主道

宣召
耶穌說：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人
若吃這糧，必永遠活着。」
(約 6:51)

祝文
主啊，我們若果沒有祢的恩佑，就不能生
存：求祢感動我們，使我們的思想 行為都
合乎正道，亦使我們的生活合乎祢的旨
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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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工輪值 本主日-聖靈降臨期第十一主日-早禱崇拜
主
禮： 劉榮佳牧師
講
道： 劉榮佳牧師
司
禱 ：陳達文
侍
從 ：李德舜、游秉昭
讀
經 ：劉蘭卿、譚若明、劉潔華
司
琴 ：李嘉琦
當值議員 ：莊偉豪
司 事 長 ：周瓊影
司
事 ：許少英、楊 妹、駱麗冰、李思祺
側堂司事 ：石玉冰、朱蘭英
司
數 ：區文正、李兆輝
司
捐 ：梁鳯儀、鄧芷宜
側堂司捐 ：鄭麗君
正門招待 ：羅秀容、魏麗珍
插
花 ：梁彩連
音
響 ：余仲賢、葉志培、岑冠華
獻餅、酒 ：-兒童崇拜 ：朱惠琴、譚嘉儀

下主日-聖靈降臨期第十二主日-聖餐崇拜

劉榮佳牧師
余欣婷
游秉昭
陳健文、鄧銘韜、袁毅海、何偉強
呂淑芬、李兆輝
陳曉敏
李兆麟
陳麗珠
劉兆基、陳妙玲、陳燕玲、區宇翔
莫日光、陳華生
鄧學龍、譚若明
朱嘉寶、梁國強
陳祥群
朱蘭英、張錦梅
關頌恩
夏嘉威、陳偉強、葉志培
湯寶佳、卓美娜
蕭進民、陳結清

代禱事項
1. 為牧愛堂，為梁麗娥牧師、同工團隊和牧區 6. 為本堂社服中心 19/7（一）開始的暑期
議員代禱；為各人同得從上主而來的異象和
興趣班代禱，求主保守各項安排順利。
信心，同心合意建立信徒群體；為聖堂建築 7. 為各牧區學校的福音工作禱告。特別是
物老化，求主帶領各項大小工程及保守地方
暑期一切的活動及少青團接待聖本德中
使用者的平安；為聖公會牧愛幼稚園、聖公
學初中學生的安排。
會 牧 愛 小 學 及 聖 公 會 蔡 功 譜 中 學 的 教 職 8. 為世界各地受到極端天氣影響，特別為國
員、學生及家長身心靈健康代禱；為聖公會
內、比利時及德國水災的遇難者、受傷者、
樂民郭鳳軒綜合服務中心新開展的社區中
無家可歸的人代禱。
醫服務。
9. 為世界各國疫情代禱，特別是變種病毒的
2. 為本堂六十周年堂慶各項籌備工作禱告，求
蔓延！為本港及世界各地接種疫苗的安
主帶領。
全代禱，讓疫情得到控制。特別為到仍
3. 為本堂兩位新任牧者，求主帶領祝福他們的
受影響地區的居民代禱。為離世及患病
事奉。
者代禱。
4. 為聖十架小學崇拜點於九月份的重啟，及一 10. 為身體欠安的兄姊代禱，求主醫治他
切的籌備及福音預工代禱。
們，早日康復。為趙文牛、謝章、張
5. 為未信主的親友，為離開信仰的兄姊，願主
卓梅、朱傑樞、江浩、區敏瓊、陳麗
的國降臨。
嫻、潘美賢、原麗容、施美娥、任敏
儀、何珍、陸永生、鄔鳳蓮等禱告。
團契聚會
地點 開始時間 日期
主題
負責人
8/8
暑期活動：電影欣賞
陳玉貞、李慧琼
兒童主日學
9:30-10:00
6
樓
(幼稚園及小學組)
15/8
暑期活動：集體遊戲
陳麗珠、李慧琼
8/8
中學主日學
主日
暑期活動
全組導師
4 樓 上午 9 時 15/8
小六至中學
幸福人生的道路(一)
成年團 I
8/8
潘余妙雲
在職成年，學童家長
馬太福音 5:1-16
主日
3 樓 上午
9時
幸福人生的道路(二)
成年團 II
15/8
潘余妙雲
退休及成年人仕
馬太福音 5:17-8:1
少年部

4樓

星期六
2:30-3:30

14/8

遊戲週

林君儀

青年部
（多馬小組）

4樓

第一及第三
(星期六)
下午 1-3 點

21/8

合團活動(少青團)

全體組員

兒童崇拜

3樓

主日
上午 10:30

8/8
15/8

朱惠琴、譚嘉儀
蕭進民、陳結清

家庭聚會

3樓

主日
下午 1:30

8/8

學習讚美的禱告
學習認罪的禱告
愛中溝通

主題研經講座
Unity 敬拜隊
婦女部
撒母耳樂園
松柏班
金齡人仕及長者
粵曲切磋班
教友研經班

第一主日
聖堂 崇拜後
(45 分鐘)
6 樓 下午7 時半
3樓

22/8
5/9
12/8

崇拜後
(每月第二主日)

(在生活中控制自己的舌頭)
愛中溝通–美好的溝通

莊偉豪
余仲賢

以賽亞書56:1-58:14
(崇拜上的問題、敬拜偶像)
讀經、唱詩及分享
分享會
譚若明
(因疫情關係，會前聚餐取消)
由於疫情未完全穩定，
聚會繼續暫停，
直至另行通告。

牧區消息
 上主日崇拜人數:聖堂:154 人；
副堂:1 人；兒童崇拜:13 人
領聖餐人數: 155 人
 獻花、獻刊
張柚柑
張玉英紀念父母親
黃懷恩伉儷紀念父親胡凱榮先生
謝若惠紀念先父
 全堂退修會
本年度全堂及牧區議員退修會將於9月12
日下午在本堂舉行，主題「我在這裏請差
遣我」
。時間：下午1時半至4時半。
內容：靈修「福音默觀」
、安靜及晚禱。
 聖十架小學崇拜點提前主日崇拜將9月4
日(星期六)下午5時於地下小聖堂重開，
歡迎兄姊出席。
 8月22日主日崇拜後有讀經員分享會，如
有意擔任讀經員之敎友可向幹事查詢。

 關懷部消息
七月份電話問候教友共 96 人次。
劉牧師、區幹事及部長家訪及施聖餐給
四位教友。
 本堂行政WhatsApp 電話9640 0752
如因疫情持續而未能回堂者繳納奉獻者，可直接存
入本堂銀行戶口，以下三間銀行可供選擇:
(1)交通銀行-戶口號碼: 38254102017525
(2)恒生銀行-戶口號碼: 280-289489-002
(3)東亞銀行-戶口號碼: 162-40-00702-9
奉獻者請將入數紙或網上轉帳螢幕截圖 WhatsApp 傳
給行政 WhatsApp 電話號碼。本堂收到入數通知後，
待銀行發出月結單，再經會計對數後會發收據給奉
獻者。如有疑問，可致電本堂會計(趙姑娘)查詢。

 温馨提示
教會經費之來源，皆賴教友熱心奉獻，凡已領洗之
兄姊，皆有每月奉獻(常月捐)之義務，願大家為牧
區的需要，作出愛心感恩奉獻。另呼籲兄姊為到有
需要的兄姊奉獻，特別是失業及無助的人，大家可
奉獻慈惠金，另如有需要的兄姊請聯絡探訪幹事區
姑娘。

 本堂颱風及暴雨情況下的崇拜安排
-當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在
崇拜開始前已經生效或當局預報將於崇拜期間發出
相關警告信號：所有崇拜取消，直至相關警告信號
除下。
-當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改為較低信號或黑色暴
雨警告信號取消：若相關警告信號於崇拜開始前兩
小時取消，崇拜將如期舉行。

 2022 年度牧區議會選舉消息
 2021 年度註册教友名單，已於 7 月 11 日張貼公
佈。（若有兄姊早前因疫情或事忙而未有繳納月
捐，於補交後我們亦可因應而將名單更新。）
 2022 年度牧區議員選舉將會選出 18 名普選牧區
議員及約 10 名教區議會平信徒代表（根據最新教
省憲章，每 30 名註冊教友可選 1 名教區議會平信
徒代表）。
 普選牧區議員提名程序：全體註册教友名單於
2021 年 7 月 11 日公佈後，提名及選舉委員會將
從公佈的全體註册教友名單推薦 120 人作為 2022
年度牧區議會普選牧區議員候選人。同時，從所
公佈的全體註册教友名單中，每 5 名註册教友可
聯署提名 1 名候選人。提名期由 2021 年 7 月 11
日至 8 月 22 日止，提名表格可到司事枱索取。每
張提名表格必須填寫 5 名提名人的姓名及由該 5
名提名人簽署，並由候選人簽署確認及提交。每
名註册教友可提名多於 1 名候選人。整份 2022 年
度牧區議會普選牧區議員候選人名單將於 2021
年 9 月 26 日交牧區議會通過，並於 2021 年 10 月
10 日公佈。
 教區議會平信徒代表候選人須為曾任三屆牧區議
會議員及為該年度註冊教友。提名及選舉委員會
已就是項選舉建議將本堂所有曾任三屆牧區議會
議員之在任牧區議員列入候選人名單內。而每十
名註冊教友亦可聯署提名一名教區議會平信徒代
表的候選人。程序和提名普選牧區議員相同。曾
任三屆牧區議會議員名單亦已張貼在註册教友名
單旁以供參考。
 2022 年度牧區議會選舉將於 2021 年 11 月 21 日
舉行，請大家預留日子回來支持選舉。

 本堂防疫措施
1. 教友若有下列情況，應留在家中休息及祈禱：
 身體不適、發燒或有呼吸道感染病徵；
 於最近十四天內曾有外遊紀錄；
 同住家人出現發燒或呼吸道感染病徵；
 同住家人正接受家居檢疫；或
 所處居所及曾到的地方需要強制檢疫。
2.進堂前需帶上口罩、量度體溫，並用酒精搓手液潔
手。
3.第一次參加本堂崇拜的人士，需要填寫健康申報表。
4.聖堂劃定可坐座位，以確保大家有適當距離。每行
近通道位有一張「座位記錄表」
，請在相應的方格(對
應你坐的位置)上寫上你的姓名。
5.在任何情況下，教友之間應保持一米社交距離。
6.禮文會重覆使用，請教友下一主日帶回。
7.教友之間可以點頭及拱手招呼問候，不宜握手。
8.取消用奉獻袋收集獻金，請將獻金放入奉獻箱。
9.領聖餐前及領聖餐後，都需用酒精搓手液潔手。
10.教友不宜在教堂範圍內進食，請自備飲用水。
11.如教友感到不適或有呼吸道感染病徵，應即時通知
司事員。

教區、教省消息
(一) 香港聖公會西九龍敎區 – 按立會吏聖職聖禮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八日童貞女聖馬利亞日(星期三)晚上八時正，於九龍旺角白布
街諸聖座堂舉行按立會吏聖職聖禮，屆時陳謳明大主教將按立余鋒倫先生為會
吏，並由葉子良牧師講道

(二) 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宣教委員會

東九龍教區婦女團

專題講座 - 主題：「愛、德、承傳」
講員：李安業牧師（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座堂副主任牧師）
日期：2021 年 8 月 21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形式：實體 和 網上 Youtube 直播
地點：東九龍教區辦事處副堂，聖三一白普理中心 4 樓（九龍城馬頭涌道 139 號）
＊＊歡迎各位姊妹弟兄參加，藉此更加深認識及了解在愛和德育承傳的重要性。
如欲出席講座，請先向各堂婦女部部長或代表報名。
( Youtube 平台播放可按以下連結收看：https://youtu.be/YZPyAafnKKo 或掃描
上方 QR Code)

(三) 教省神學教育專責委員會 教省禮儀專責委員會
明華神學院校友會 主辦 - 聖人朝聖之旅系列之希玻的聖奧古斯丁
聖者在基督教歷史中有着舉足輕重的位置，他們對基督教信仰的影響十分深遠，
有的在於神學建構的範疇，有的在於屬靈生命的體會，有留在他們的著作裏，也
有留在他們所活出的生命裏，成了教會不朽的瑰寶，讓後來的信徒通過對他們的
認識，深化對基督信仰的了解，和對生命的投入。
為使大家藉着認識歷代聖者生命的見證，看到上帝的感召，朝向基督，從而活出
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旨意，教省神學教育專責委員會、教省禮儀專責委員會、明
華校友會及教省侍從團將合辦〈聖人朝聖之旅系列之希玻的聖奧古斯丁〉
，歡迎大
家報名參加，詳情如下：
日期：2021 年 8 月 28 日 (星期六 希玻的聖奧古斯丁日)
時間：上午 10 時正 至 下午 12 時 30 分
地點：聖奧古斯丁小堂 (拔萃男校內) 對象：聖公會教友
名額：50 名
費用：全免
參與牧者：潘正行牧師 陳榮豐牧師 林振偉牧師
如有興趣參加，請向本堂幹事查詢

(四)香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 主辦
2021-22 年度上學期退修會
日期：2021 年 9 月 10 至 12 日（星期五至星期日）
主題：疫境中與主相遇
導師：梁秀珊牧師、譚淑貞博士。
內容：在學期開始之時，讓我們一起透過安靜、省察祈禱、默想聖經、面見神師、
小組分享等去分享在疫境中與主相遇的經驗。
地點：香港聖公會靜修院（長洲明暉路 16 號）
對象：明華神學院學員或校友
名額：16 位（全程參加者優先，額滿即止）
費用：HK$950
詳情及網上報名：https://qrgo.page.link/1enxX
截止報名：2021 年 8 月 30 日（星期一）
查詢：Ms Nicolle Fok（academicadmin@minghua.edu.hk 或 WhatsApp: +852 9530 7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