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聖公會聖十架堂
堂址：九龍沙田坳道 6 號
電話：23201313／23201417
傳真：23270777
電郵：church.calvary@hksk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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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卷

第三十八期

主任牧師：劉榮佳牧師
輔理聖品：車品豪牧師
牧區助理：張文偉會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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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七日

全年主題：走出黑暗，進入光明

聖靈降臨期第廿四主日
(敬老主日)

分題：新天新地

上主聖言、謳歌頌讚

宣召

聖詩
:209、238、402
經課(一):列王紀上 17:8-16
詩篇
:詩篇 146
經課(二):希伯來書 9:24-28
福音
:馬可福音 12:38-44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 5:3)

祝文

上帝啊，祢當受頌揚的聖子來到世界，為要除滅
魔鬼的工作，並使我們成為祢的兒女，承受永生：
我們既然有此盼望，求祢使我們能效法聖子，清
奉獻為主為教會
潔自守，如此，到了聖子大有權柄、大有榮耀再
隨意樂捐不勉強
臨的時候，我們在祂永恆和榮耀國度中，就能與
歡迎所有已接受聖洗禮的兄姊前來領受
祂相像；聖子和聖父、聖靈，在永恆和榮耀的國
聖餐，如果你未接受洗禮，欲接受牧師祝
度裏，惟一上帝，一同 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
福，請雙手交义放在胸前。
盡。阿們。
本主日 - 聖靈降臨期第廿四主日
下主日-聖靈降臨期第廿五主日
聖工輪值
聖餐崇拜（敬老主日）
早禱崇拜 (佈道暨青年主日)

主
禮： 劉榮佳牧師
襄禮/福音： 張文偉會吏
講
道： 余妙雲
司
禱 ：羅潤澐
侍
從 ：何偉強、林俊康、謝若惠、袁毅海
讀
經 ：莫日光、區文正
司
琴 ：胡婉華
當 值 議 員 ：關頌恩
司 事 長 ：李建心
司
事 ：陳祝燕、郭少珠、劉蘭卿、葉偉康
側 堂 司 事 ：游少蘅、陳麗珠
司
數 ：陳健文、李兆麟
司
捐 ：陳仕成、周寶蓮
側 堂 司 捐 ：駱麗冰
正 門 招 待 ：鄧銘韜、黎慧珊
插
花 ：蘇慧頤
音
響 ：余仲賢、陳偉強、朱嘉寶
獻 餅 、 酒 ：葉志培、關佩瑜
兒 童 崇 拜 ：蕭進民、陳結清

劉榮佳牧師
--劉榮佳牧師
羅發強
陳安生、游秉昭
余仲賢、譚若明、韋可兒
王雅麗
歐雪芳
周瓊影
許少英、楊妹、陳燕玲、區宇翔
石玉冰、潘麗卿
莫日光、劉潔華
謝若惠、余美卿
陳華生
陳祝燕、李嘉慈
陳玉貞
葉志培、鄭偉賢、馬凱瑩
--譚嘉儀、朱惠琴

代禱事項
1. 為香港島教區代禱；為教區主教謝子和 4. 為本堂六十周年堂慶各項籌備工作禱
主教、鄺廣傑榮休大主教、鄺保羅榮休
告，求主帶領。
大主教、全體聖品及同工代禱；為正召 5. 為世界各國疫情代禱，特別是變種病毒
開的第十二屆香港島教區議會代禱；求
的蔓延！為本港及世界各地接種疫苗
上主帶領全體議員同心合意，作忠心的
的安全代禱，讓疫情得到控制。特別為
僕人和管家，招展天國的使命；為教區
到仍受影響地區的居民代禱。為離世及
議會各委員會的事工、教區的事工方向
患病者代禱。
重點、全體信徒的靈命成長代禱。
6.為身體欠安的兄姊代禱，求主醫治
2. 為未信主的親友，為離開信仰的兄姊，
他們，早日康復。為陳月群、蔡月
願主的國降臨。
桂、張卓梅、朱傑樞、區敏瓊、陳
3. 為本牧區內尋求上主的人，特別鼓勵
麗嫻、潘美賢、原麗容、施美娥、
他們於佈道主日參予本堂崇拜，得聞
何珍、陸永生、鄔鳳蓮、羅根妹、
福音，接受基督為他們的救主。
黃瑞華等禱告。
團契聚會
兒童主日學
(幼稚園)

兒童主日學
(小一及小二)
兒童主日學
(小三至小五)
中學主日學
小六至中學

地點

開始時間

日期

副堂舞台

交誼室

主日

9:30-10:00

7/11

挪亞方舟

各組導師

7/11

雅各迎娶拉結
王上 8:20-40

葉志培

14/11

生日會

全組導師

7/11

我正在改變

劉蘭卿

4樓

主日
上午 9 時

3樓

主日
上午 9 時

少青團

4樓

少年部
(雅各團)

3樓

星期六
下午 1:00 13/11
星期六
下午 2:30 13/11

青年部
（多馬小組）

4樓

兒童崇拜

3樓

7/11
主日
上午 10:30 14/11

家庭聚會

6樓

主日
上午 9:15 14/11

主題研經講座

聖堂

第一主日
崇拜後(45 分鐘)

Unity 敬拜隊

6樓

婦女部

3樓

以馬忤斯
信仰培育課程

3樓

在職成年，學童家長

成年團 II

負責人

上帝造人

202 室

成年團 I

主題

退休及成年人仕

第一及第三
星期六
下午 5:30

14/11 探討和分享「受苦有益」嗎？ 陳華生、李美霞

13/11

7/11

星期五
下午7:30 12/11
主日崇拜後
(每月第二主日) 14/11
星期五
下午7:30 12/11

詩歌，遊戲，經文分享

余欣婷

堅毅/努力

朱姑娘

怎樣才是信耶穌?

譚嘉儀

感謝幫助我的人

蕭進民、陳結清

感謝愛護我的人

譚嘉儀、朱惠琴

寬恕和好：
莫日光夫婦
寬恕包容及和好相待
以賽亞書62:1-64:11
(為到群體的離開上帝而悲哀)
讀經、唱詩及分享
齊來做運動

梁鳳儀、雷惠儀

基督徒相信什麽？
信上帝

劉牧師

牧區消息
 上主日崇拜人數:聖堂: 156 人；
副堂: - 人；兒童崇拜: 15 人
 獻花、獻刊
劉蘭卿、莫日光

 敬老主日
11 月 7 日(本主日)為敬老主日。本堂
將獻上聖詩及福袋禮物給各長者，以表
敬意！

 佈道暨青年主日
11 月 14 日為佈道暨青年主日，歡迎各
教友帶領未信的親友一同參與。

 2021 年主題研經講座
日期：11月7日(本主日崇拜後，約45分鐘)
主講：劉榮佳牧師
內容：以賽亞書 62:1-64:11
(為到群體的離開上帝而悲哀)
歡迎兄姊屆時留步參與，亦可於網上直
播收看。

 關懷部消息
- 十月份電話問候教友共94人次
- 劉牧師區幹事家訪及施聖餐給兩位
教友

 財委會會議
本年度第五次財委會會議於11月28日
(主日)下午12時30分在地下牧師辦公
室舉行，請各委員屆時出席。
 主懷安息
本堂教友趙文牛弟兄的安息禮將於11
月19日 (星期五)上午10時30分在本堂
聖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賜平安及
盼望給他們。
囍 本堂教友廖偉明弟兄與鄭佩盈姊妹將
於11月28日註冊結婚。求主祝福他們倆
人在愛中快樂地生活，建立基督化的家
庭。

 聖洗禮
兄姊欲接受洗禮加入教會需要：
1.恒常參與崇拜及團契半年以上。
2.參加本堂以馬忤斯培育課程及洗禮學道班。
3.每月熱心奉獻，以表愛主、愛教會及
感恩之心。
4.面見牧師，查問信德。
有關學道班消息，請留意本堂週刊及網頁內公
佈。敬請兄姊鼓勵親友及慕道者向幹事報名參
加，如有兒童洗禮亦請早日報名。

 2021-2022 年以馬忤斯信仰培育課程
日期：12/11/2021 至 18/3/2022
時間：逢星期五晚上7時30分至9時
地點：本堂3字樓牧區中心
內容：1.基督徒相信甚麽？
2.基督徒如何成長？
3.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對象：1.預備接受洗禮者或慕道者;
2.凡16歲以上預備接受堅振禮者;
3.希望重溫信仰的已領洗教友。
費用 :20元(購買課本)
報名 :請向本堂幹事報名
 六十周年堂慶徽號設計比賽
目的：明年將會是本堂六十周年堂慶，為使整
個堂慶活動有一標誌作為展現堂慶主題的意
義。
主題：「十架和平傳遠近，榮耀基督六十年」
比賽組別：小學組、中學組、公開組
比賽細則：參賽作品須繪製在 A4 紙上，並交
黑白及彩色設計圖各一稿。如為電腦稿，請以
PNG/ GIF/ TIF/ JPG 格 式 以 電 郵
(church.calvary@hkskh.org)提交。
截止日期：2021年11月26日前電郵或送交本堂。
結果公佈日期：2021年12月26日刊登本堂網
站。如有查詢，請向本堂幹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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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亦可使用支票，抬頭「香港聖公會聖十架堂」
- 如有疑問，可致電本堂會計(趙姑娘)查詢。

教區、教省消息
(一) 香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主辦 - 神學文憑課程 2021-22 年度第一學期
DAN003/DCH001 從教會歷史看聖禮神學 (聖公宗研習/教會歷史選修科)
講師：李安業牧師 時間：週一 晚上 7:00 – 9:00 形式：ZOOM
11 月 22 日： 病者塗油（膏油禮/傅油禮）及 懺悔禮（修和禮）
11 月 29 日： 探討宗教改革之後對聖禮的解釋同發展
DST002 上帝與創造 (系統神學選修科)
講師：范晋豪座堂主任牧師 時間：週二 晚上 7:00 – 9:00 形式：ZOOM
11 月 23 日： 在萬物中臨在的上帝 11 月 30 日： 上帝不在萬物中？
12 月 7 日： 創造與盼望
12 月 14 日： 創造重建宣教基礎
旁聽費用：(單堂旁聽) HK$180 (開課前十天截止報名)
查詢及報名 （香港）：academicadmin@minghua.org.hk / WhatsApp: (852) 9640 2283

(二) 香港聖公會婦女總團主辦 –「聖誕靈修舞蹈工作坊」
聖誕節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為讓信徒能體驗不同形式的靈修，靈修舞蹈組於將臨期第一主日(2021 年 11 月 28 日)舉辦舞蹈
工作坊，讓參加者可透過簡單舞蹈，表達基督降生的喜樂，及默想反思聖誕的意義。誠意邀請
各牧區教友參加。
導師：劉正文 Eric Lau
日期：2021 年 11 月 28 日
時間：14:15 – 16:30
地點：聖三一座堂（九龍城馬頭涌道 135 號）
費用：$80 (名額有限，請從速報名，截止報名日期: 11 月 14 日)
聖公會教友優先，參加者不需要有舞蹈經驗，男女均可
詳情及報名，請登入以下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pxD5boXZeANRcv9m6

(三) 香港聖公會 教會政策文件導向委員會 教育專責委員會合辦
宗教敎育中心協辦 –「將臨期公開講座 2021」
讀本：
《從割裂到圓融的生命境界》 講員：關俊棠神父
日期：2021 年 12 月 3、10、17 日（禮拜五）
時間：下午 7:30-9:00（7:15 進行集體靈修，預備心靈聆聽講座，歡迎參加）
地點：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九龍旺角白布街 11 號）
對象：任何有興趣之人士
費用：全免
報名：https://bit.ly/adventreading2021
備註：凡參加講座者，均可以 8 折優惠購買由關俊棠神父著作《從割裂到圓融的生命境界》
。
網上訂購表：https://bit.ly/order_advent2021RERC
查詢：黃小姐（電話：27766333，內線 253；WhatsApp：64068382）

(四) 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心愛心靈」靈性關懷工作計劃
Soul time Peace 靈・靜時刻 （週六共修系列）
日期：2021 年 - 13/11，20/11，11/12，18/12 ；2022 年 - 15/01，22/01，12/02，19/02
四個靈修時段，四個靈修項目：
時段一(10:00-11:00)：
「執放停動」・一心專注；時段二(11:30-12:30)：一觸輕唸・回心傾聽
時段三(14:30-16:00)：「無物・無處」・安在主中；時段四(16:30-17:30)：「停止・靜候」
締造持續的靈修空間，在專注謙遜的氛圍中淨化心靈
提供靈修操練的平台，聚集共同心志的靈修顆伴，同修主道成為上帝喜悅的義人
形式：具體實踐靈修方式，進入共同靈修體會，學習聆聽心靈訊息，覺察及提升靈性意識。
導師：歐陽素華 (心靈關懷指導師)
地點：香港聖公會施洗聖約翰堂 將軍澳寶琳北路 103 號
費用：1.每一個靈修時段 $50。報全天四個時段（例如 13/11 全日四個活動）
，費用為 $180 (即減費＄20)
2.每個靈修項目共 8 次，報同一個靈修項目合共 8 次（例如「經文臨摹」的 8 個星期六早
上），費用為 $360 (即減費＄40)
報名及瀏覽工作坊詳情：進入此網址：
http://dek.hkskh.org/stjohnbaptist/article.aspx?id=3624&lang=2 或掃描右方 QR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