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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主日學：主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詩班練詩：主日上午十時
主日查經：主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分享愛筵：第二主日崇拜後
伉儷團：第四主日下午五時
主日家長小組：主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
以斯帖團契：逢星期二(兩星期一次)
瑪他提雅團：每月第三主日崇拜後
靈愛團契：每月第三個主日崇拜後
新知舊遇：每月第四個主日崇拜後
鴿子團契：星期二下午一時
編織班：星期三下午一時半
社關團契：每月第二星期五晚上七時半
敬拜隊：每月逢單數星期五晚上八時
靈梓團契：第二、四主日崇拜後
安得烈團契：第二及四主日下午二時
靈肶團契：第二及四主日下午二時
靈牧團契：每主日下午二至四時
靈羊團契：星期六下午五時
靈火團契：星期六下午五時
靈隼團契：星期六下午二時
靈曦團契：星期六下午二時
靈翊團契：星期六下午二時
乒乓球同樂日：逢第一主日下午三時至六時

聖工輪值
日期：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日
（聖靈降臨期第十六主日）

日期：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
（聖靈降臨期第十七主日）

午堂聖餐崇拜 (教育主日)
主禮：葉子良牧師
講道：陳衍昌法政牧師
聖詩：普575
普374
讀經：約拿書 3:10-4:11
腓立比書 1:21-30
馬太福音 20:1-16
詩篇：145:1-8

午堂聖餐崇拜
主禮：葉子良牧師
講道：葉子良牧師
聖詩：待定
讀經：以西結書18:1-4,25-32
腓立比書 2:1-13
馬太福音21:23-32
詩篇：25:1-9

預備禮儀
宣召經句
主啊，求祢開啟我們的心，緊記祢的聖子的教導。

問安
主禮
會眾

願讚美歸與上帝：聖父、聖子、聖靈。
願讚美也歸與他的國，從現在直到永遠。阿們。

全體

全能的上帝，凡人的心，在你面前無不顯明；心裏所羨慕的，你都
知道；心裏所隱藏的，也瞞不過你。求你賜聖靈，感化我們，潔
淨我們的心思意念，使我們盡心愛你，恭敬歸榮耀與你的聖名；藉
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阿們。

認罪及赦罪
主禮籲勉會眾承認對上帝和對友鄰的過錯。全體靜默片刻，之後同唸：

全 體

最慈悲的上帝，我們承認在思想、言語和行為上，常常得罪了
你，應做的不做，不應做的反去做。我們沒有盡心愛你，也沒有
愛人如己。現在我們痛心懊悔，求你憐憫我們，為了聖子耶穌基
督，饒恕我們的以往，扶助我們的現在，引導我們的將來，使我
們樂意遵行你的旨意，歸榮耀給你的聖名。阿們。

主禮宣讀赦罪文，會眾同應「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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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文
主禮

會眾

主啊，求祢使我們不掛慮世俗的事，只愛慕天上的萬福；處於瞬
息萬變的世代裏，求祢使我們持守永遠長存的事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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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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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道禮儀
第一次經課
讀經員 經課記載在 約拿書 3:10-4:11
於是上帝察看他們的行為，見他們離開惡道，他就後悔，不把所說的災禍
降與他們了。
這事約拿大大不悅，且甚發怒，就禱告耶和華說：「耶和華啊，我在本國
的時候豈不是這樣說嗎？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上帝，不輕易發怒，
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華
啊，現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為我死了比活着還好。」耶和華說：「你這
樣發怒合乎理嗎？」於是約拿出城，坐在城的東邊，在那裏為自己搭了一
座棚，坐在棚的蔭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華上帝安排一棵蓖麻，
使其發生高過約拿，影兒遮蓋他的頭，救他脫離苦楚；約拿因這棵蓖麻大
大喜樂。次日黎明，上帝卻安排一條蟲子咬這蓖麻，以致枯槁。日頭出來
的時候，上帝安排炎熱的東風，日頭曝曬約拿的頭，使他發昏，他就為自
己求死，說：「我死了比活着還好！」上帝對約拿說：「你因這棵蓖麻發
怒合乎理嗎？」他說：「我發怒以至於死，都合乎理！」耶和華說：「這
蓖麻不是你栽種的，也不是你培養的；一夜發生，一夜乾死，你尚且愛惜；
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
畜，我豈能不愛惜呢？」
宣讀經課後，

讀經員
會眾

這是上主的道。
感謝上主。

靜默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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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45:1-8
領誦
會眾
領誦

會眾
領誦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遠遠稱頌你的名！我
要天天稱頌你，也要永永遠遠讚美你的名！
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
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其大無法測度。這代要對那代頌讚
你的作為，也要傳揚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嚴的尊榮和你奇妙
的作為。
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

會眾

人要傳說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傳揚你的大德。他們記念你
的大恩就要傳出來，並要歌唱你的公義。
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

領誦
會眾

耶和華有恩惠，有憐憫，不輕易發怒，大有慈愛。
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

第二次經課
讀經員

經課記載在 腓立比書 1:21-30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
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選甚麼。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
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為你們更是要緊的。我既然
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且與你們眾人同住，使你們在所信的道
上又長進又喜樂，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裏的歡樂，因我再到你們那裏去，就
越發加增。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
在你們那裏，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
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這是證明他們沉淪，你們
得救都是出於上帝。 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他受苦。
你們的爭戰，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現在所聽見的一樣。
宣讀經課後，

讀經員
會眾

這是上主的道。
感謝上主。

靜默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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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福音員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我們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參太 4:4)

會眾

福音員
會眾

願主與你們同在。
也與你同在。

福音員

主耶穌基督的聖福音，
記載在聖馬太福音【第二十章由第一節讀起】。

會眾
耶穌給門徒講了這個比喻，說︰「因為天國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進他的葡
萄園做工，和工人講定一天一錢銀子，就打發他們進葡萄園去。約在巳初
出去，看見市上還有閒站的人，就對他們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所當
給的，我必給你們。』他們也進去了。約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這樣
行。約在酉初出去，看見還有人站在那裏，就問他們說：『你們為甚麼整
天在這裏閒站呢？』他們說：『因為沒有人雇我們。』他說：『你們也進
葡萄園去。』到了晚上，園主對管事的說：『叫工人都來，給他們工錢，
從後來的起，到先來的為止。』約在酉初雇的人來了，各人得了一錢銀子。
及至那先雇的來了，他們以為必要多得；誰知也是各得一錢。他們得了，
就埋怨家主說：『我們整天勞苦受熱，那後來的只做了一小時，你竟叫他
們和我們一樣嗎？』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說：『朋友，我不虧負你，你與
我講定的不是一錢銀子嗎？拿你的走吧！我給那後來的和給你一樣，這是
我願意的。我的東西難道不可隨我的意思用嗎？因為我作好人，你就紅了
眼嗎？』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
宣讀福音後，

福音員

這是上主的福音。

會眾

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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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認信仰
全體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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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禱文
由司禱領禱，於每段禱文後，按司禱指引可用以下答句回應：「垂聽我們的禱告」。

感恩祝謝
平安禮
會眾站立。主禮說畢「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後，會眾同應「也與你同在」。
眾人奉主的名互相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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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禮聖詩
普天頌讚 第 575 首 萬靈照耀歌

「歌詞取自《普天頌讚》。承蒙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准印」

同讀或同唱獻禮文：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

大祝謝文
主禮
會眾

願主與你們同在。
也與你同在。

主禮
會眾

你們心裏當仰望主。
我們心裏仰望主。

主禮
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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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何時何地感謝你──全能的聖父，天地萬物的創造主，是合
理的，也是美好可喜的事。
因為你是光明和生命的泉源；你照自己的形象創造我們，並呼召
我們進入在主耶穌基督裏的新生命。
因此，我們與天使和天使長，天上的會眾，一同稱讚頌揚你有榮
耀的聖名，常讚美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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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禮

恩慈的聖父，在你無窮的大愛裏，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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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憐憫我們，差
遣你獨生永恆的聖子，降生為人，經歷生死。
他為遵行你的旨意，在十字架上將自己獻上，作為全人類完全的
活祭，使我們和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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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給他的門徒說：「你們拿著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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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起杯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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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

基督曾經受死，
基督現已復活，
基督將要再臨。

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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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追念聖子的受死、復活和升天。
求你差遣聖靈，將這餅和酒分別為聖，成為你的子民在基督裏永
恒新生命的聖潔飲食，即是聖子的身體和寶血。也求你將我們分
別為聖，叫我們可以誠心領受這聖事，和睦團結，恒心服侍你；
到了末日，就可以與你的眾聖徒，進入你永遠的國，同享喜樂。
我們所願所求的，都是靠著你 的聖子耶穌基督。

會眾

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及在聖靈的合一裏，一切尊貴
榮耀皆歸與你－全能的聖父，從現在直到永遠。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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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
主禮

現在遵照我們救主基督的教訓，我們禱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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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餅
此時主禮擘餅。擘餅後，安靜片刻，然後領讀：

主禮
會眾

我們擘開這餅，分享基督的身體。
我們雖眾，仍屬一體，因爲我們都是分享這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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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受聖餐
主禮

上帝賜給他子民的聖物，你們應當憑着信心前來領受，記念基督
為你們捨身流血，心裏感謝。

領餐後感謝禱文
主禮
全體

我們要祈禱。
全能永生的上帝，我們感謝祢，因為祢已經以祢的聖子─我們的
救主耶穌基督最寶貴的聖體和寶血，作為餵養我們的靈糧，使我
們在這奧妙聖事裡，確實知道我們是屬聖子身體的活潑肢體，並
且承受祢永遠的國。天父啊，現在求祢差遣我們，做祢託付給我
們的工作，敬愛祢，服事祢，做我們主基督忠心的見證人。但願
尊貴、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從現在直到永遠。阿們。

報告
祝福、差遣
主禮祝福會眾，會眾同應「阿們」。並於差遣後同應「感謝上主」，之後唱結禮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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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禮聖詩
普天頌讚 第 374 首 求作遠象歌

「歌詞取自《普天頌讚》。承蒙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准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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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消息
* 主教院通告：暫停香港之公開崇拜及團體活動（2020.07.14）
因應香港之新冠肺炎本地個案近日飆升及遵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最
新收緊之社交距離措施，主教院茲公布以下適用於位處香港的聖堂的
安排：
一、 各堂由 2020 年 7 月 15 日起暫停所有（包括平日、周六和主日）
公開崇拜和團體活動，直至另行通告為止；
二、 婚禮及殯葬禮事宜，由聖堂與當事人及家屬另行安排；根據《預
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香港法例第 599G 章）
，婚禮的出席人數不得多於 20 人，婚禮上亦不得供應飲食；
三、 各聖堂可在指定時間開放予有需要者作私人祈禱和默想。
* 因應疫情及教省最新之通告 (暫停公開崇拜及團體活動)，本堂有以下
安排，敬請各位弟兄姊妹留意：
1.
主日崇拜
1.1 早堂崇拜 (8:30am) 暫停。
1.2 午堂崇拜 (11:00am) 以網上直播形式舉行。
2.
各部及團契活動
2.1 主日查經班 (9:30am) 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
2.2 各部及團契實體活動暫停，鼓勵弟兄姊妹改以電話或網上媒
體保持聯繫，彼此關心及支援。
如弟兄姊妹有任何疑問，或有防疫物資上的需要，可致電教堂辦事處
2699 9655，與牧者或同工聯絡。
願上主賜下出人意表的平安，保守大家身、心和靈性都得安康!
* 學道班於 8 月 9 日已恢復上課，以網上形式進行，如有查詢請與辦事
處同工聯絡。
* 主日查經班於本主日 9 月 20 日開始暫停使用 Cisco Webex Meeetings
平台舉行，但仍然使用 Youtube 平台舉行，可以按以下連結收看直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n7o7KQlqpLoqtlck4oeZUA

靈風堂獻花、獻刊、獻酒餅
請將捐款以支票或現金連同具名捐封交幹事同工或投入本堂奉獻箱內。
感恩
獻花

馬文駿、馬鄭琬螢、馬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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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禮
本堂教友丁祖盤弟兄主懷安息，
於十月三日(星期六)上午十時三十分於本堂舉行安息禮，
請弟兄姊妹在禱告中紀念。

代禱事項
為身體欠安、心靈軟弱者：
本堂教友：
梁曉煇小朋友、王芍喬小朋友、羅叡知小朋友、朱六根、尹俊怡
區瑞華、黃艷梅、余惠蓮、施惠怡、楊蘇鈺珍、李卓琳、高嘉蔚
陳美鳳、區惠蘭、辛雪珍、曾煥娣、許簡洪桂、曾麗怡、楊三才
鍾寶琼、陳小玉、張彩及與本堂長者。
教友親人和朋友：
鍾若蘭(鍾寶琼妹妹)、黃麗琼(鍾寶琼媽媽)、鍾保羅(鍾寶琼弟弟)
鍾志能(鍾寶琼弟弟)、郭少玲(張錦如母親)、葉榮漢(葉嘉敏父親)
林美儀(林慶玉朋友)、鄧偉明(林美儀丈夫)、黎規實(黎家誼父親)
邱雲娣(廖文廣母親)、曹翠蓉(江廣成母親)、陳燕眉(索宗德朋友)
蔡淡輝(江彩珠奶奶)、梁振威(石老師丈夫)、許廣蓉(莫小娜奶奶)
麥冰琪(麥冰琳妹妹)、龐鳳好(鄒倩萍母親)、溫姌沂(溫楚芬姪孫女)
何會芳(何顏笑妹妹)、馮月均(梁潔姿朋友)、張愷晴老師和石詠雪牧
師。
為楊爕理弟兄主懷安息代禱，求主保守他的靈魂及其安慰他的家人。
為丁袓盤弟兄主懷安息代禱，求主保守他的靈魂及其安慰他的家人。
為本牧區學校︰曾肇添中學、林裘謀中學、主風小學及靈風堂幼稚園的學
生、家長及教職員，特別為開課的安排及學生和教職員的適應祈禱。
為全球各地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人、醫護人員、需要接受隔離及所有受
影響的人祈禱。
為受經濟不穩影響的人和家庭代禱。
為繼承主教當選人謝子和座堂主任牧師及其家人代禱。
教省祈禱環：聖馬太堂
為聖馬太堂代禱，為梁家佐牧師及劉永勤牧師代禱；
為該堂的婦女、長者、青少年、主日學及兒童詩班事工發展及教友靈命
成長代禱；
為聖公會聖馬太小學、聖公會聖馬太堂幼稚園及香港聖公會聖馬太長者
鄰舍中心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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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公會
主教祝聖禮
鑒於香港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個案仍持續出現，教省原訂於主曆二零二零
年十月三日（星期六）下午三時正在聖約翰座堂舉行之主教祝聖禮，將不
會向公眾開放，改為閉門進行，並同步於教省網站及香港島教區網站直播
，以便教友和市民經互聯網觀看及參禮。
至於原訂同日晚上舉行的主教祝聖禮感恩晚宴將會取消。
請所有教友繼續為謝子和座堂主任牧師及主教祝聖禮順利舉行代禱。
教省網站：http://www.hkskh.org/
香港島教區網站：http://dhk.hkskh.org/

2020 年社會關懷主日 ― 「身、心、靈的醫治」
教省社會服務專責委員會謹將 2020 年 10 月 4 日定為本年社會關懷主日，
主題為「身、心、靈的醫治」。本委員會基於 2020 年 COVID-19 疫情席捲
全球，香港及澳門社會亦無例外，加上過去社會運動與政冶矛盾，很多家
庭及個人的人際關係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與沖擊。很多人感到身心疲累，甚
至心靈創傷。希望教會和信徒在這個特別的時候，更能發揮基督的大愛精
神互相守望，彼此關懷。
現建議各教友在關懷主日及該月一起來：
1.思考及反省作為教徒對現況所帶的心靈創傷有甚麼回應。
2.為身、心、靈受困者祈禱。
(附上之禱告經文， 請分享給牧區各堂之教友)
3.向社會人士傳遞正面鼓勵訊息，互相關愛及支援，彼此醫治。

15

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
2020 聖靈降臨期靈修工作坊 ～ 神觀觀神
目的：此工作坊是以默觀上主為核心，把經文配合大學的知止、定、靜、
安、慮、得、止，體會「我的上主在，我在；上主在，我在。」從自我的
神觀默觀上主，走進上主的懷中，嘗嘗主恩的滋味。讓操練者嘗試透過不
同的文化來融合信仰，開啟更多領域的可能性，體會大愛的種籽早已散落
在創造的軌跡中。（詳情在報名的 Google Form 內）
對象：香港聖公會教友及有興趣學習和實踐默觀生活的基督徒
費用：全免
報名：直接掃描 QR CODE 圖碼，在 Google Form 內報名。
主領：李耀強牧師、呂利武牧師
日期：2020 年 9 月 19 日至 10 月 24 日（逢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
地點：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辦事處／以 ZOOM 作視像課堂
查詢：27139983 李小姐 Abby
單位：靈修小組
內容：靈修操練解說——從口禱到心禱。
一． 經句與心神對應（知止、定、靜、安、慮、得、止）
知止：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沒有良善的。（可 10:18）
定：但願我行事堅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詩 119:5）
靜：說話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的良藥。
（箴 12:18a）
安：她的道是安樂；她的路全是平安。（箴 3:17）
慮：耶和華的作為本為大；凡喜愛的都必考察。（詩 111:2）
得：惡人想得壞人的網羅；義人的根得以結實。（箴 12:12）
止：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詩 46:10）
三． 默觀操練——默觀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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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三一座堂 成人主日學
透過牧者的分享，大家一起學習聖經及主的話，讓靈命得以進深，裝備
自己，成為基督的精兵，活出基督的樣式。本課程的內容主要取材自明
華神學院信徒神學研習課程部舉辦的專題講座，劉榮佳牧師主講。
形式：下列日期之主日下午 2 時正，於座堂 Facebook 專頁播放(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座堂-107967717438482/)。
課程內容如下︰
日 期
主 題
分 享 牧 者
2
9 月 20 日
馬太福音(一)
李國權牧師
3
9 月 27 日
馬太福音(二)
梁麗娥牧師
4
10 月 4 日
馬太福音(三)
陳國強座堂主任牧師
5
10 月 11 日
馬太福音(四)
葉子良牧師

聖提多堂 - ｢美食健步籌款嘉年華｣
因應當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考慮公眾安康，原定於 5 月份舉行
的美食健步籌款嘉年華，經籌委會商議，決定將活動改變形式舉行，安排
如下：
1. 開幕禮
日期 : 2020 年 8 月 23 日
時間 : 崇拜後
(約上午 11 時 15 分)
地點 : 聖堂 (現場直播)
內容 : 啟動禮 (由籌委透過錄
影片段介紹流程)

2. 線上步行籌款活動（共 50 天）
日期：2020 年 8 月 23 日–10 月 11 日
舉行
時間 : 在上述日期內，任何時間
地點 : 原定步行籌款路線
(指定路線 : 馬鞍山海濱長廊。馬
鞍山主風小學對面為起點及終點
站，需途經聽濤雅苑然後折返回
起點)

3. 閉幕禮
日期：2020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 時正
地點：聖堂 (如疫情仍然嚴峻，閉幕禮會改為直播形式)
內容：現場直播，包括參加者線上步行籌款及各攤位（手工，美食，
義賣物品）前期準備之錄影精華片段、籌委及負責人的分享等
詳情及報名方法：登入提多堂網(http://dek.hkskh.org/sttitus/或掃描右方 QR
CODE 填妥網上報名表
報名截止日期：2020 年 9 月 20 日
查詢：請致電 2633 2231 與聖提多堂幹事梁善賢姊妹聯絡

17

宗教教育中心

喜閱心靈

疫情令人心情鬱悶，閱讀使人心靈平靜。「喜閱心靈」一連六個星期，邀
得六位講員，與我們一起閱讀六本屬靈書籍，讓我們在文字中與上帝結
連，重拾心靈的喜悅。
日
期：2020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28 日（逢星期三）
時
間：晚上 8:30-10:00
形
式：網上 Zoom 進行（必須報名）
活動內容：講員概論好書，同工導讀精華
費
用：全免 (歡迎自由奉獻)
參加辦法：1. 網上登記活動
2. 收到確認電郵 (內含 Zoom 連結及書籍部分內容)
導讀同
嘉賓講員
相關書籍
日期
主題
工
潘正行牧師
鄺智良
9 月 23 日
靈性健身房
香港聖公會聖約
《靈性健身房》
博士
翰座堂堂牧
彭培剛法政牧師
信徒培育，
楊俊強
《生活.信仰.
宗教教育中心
9 月 30 日
從生活開始
博士
生活》
主任
鄧翊匡牧師
人生斷捨離， 香港聖公會施洗 葉英傑
10 月 7 日
《姊妹斷捨離》
該從何說起？
聖約翰堂主任
先生
牧師
陳謳明主教
麥偉光
10 月 14 日 在明陣中盤旋 香港聖公會西九
《明陣》
先生
龍教區主教
葉子良牧師
《十架苦路：
香港聖公會靈風 鄺智良
10 月 21 日
苦路靈旅
博士
當年和今日》
堂主任牧師
林振偉牧師
香港聖公會北角 楊俊強
10 月 28 日
聖餐禮解密
《聖餐禮》
聖彼得堂主任
博士
牧師
網上報名：https://bit.ly/souljoyfulreading
查
詢：請聯絡宗教教育中心培育部梁小姐
(聯絡電話：27766333 WhatsApp：6406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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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繪本遇上信仰
日期：2020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 8:30-10:00
形式：網上 Zoom 進行（必須報名留座）
講員：張翠華校長（香港聖公會基督顯現堂幼稚園校長）
潘倩雯小姐（宗教教育中心培育部主任）
對象：主日學／團契導師、家長、教師、對繪本有興趣之人士
內容：如何以繪本跟孩子談信仰？如何選擇適合孩子的繪本？
精選繪本推介
費用：全免 (歡迎自由奉獻)
報名：https://bit.ly/lovepicbooks2020
查詢：宗教教育中心培育部梁小姐(電話：27766333 WhatsApp：64068382)

「愛電影·愛生命」與全港教會同行
同心抗疫推介 $300 享有 12 套電影生命教育教材
2020 年，香港疫情嚴峻，教育局宣佈新學年維持網上授課，並暫停校內活動，
學生需在家學習。抗疫期間，宗教教育中心明白教會青少年團契導師需要更多
生命教育資源，建立年青人的生命成長。本中心期待繼續與青少年導師、家長
和學生同行，現誠意推介「愛電影 愛生命」電影生命教育教材，只需要立即登
記，就可以優惠價港幣 300 元（原價港幣 500 元），下載 12 套電影生命教育教
材，供導師使用。本教材適合高小至中學生，登記優惠期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期望藉着具教育意義的電影，讓青少年建立正面的人生觀。
網上報名：https://bit.ly/movielifeapply_church
 使用期限由開户起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
 電影生命教育教材並不包括電影原片，使用者需自行購買，或參考本中心提
供的連結，自行向相關機構查詢付費使用事宜。
 使用者如對播放電影之版權有任何疑問，請向相關電影公司查詢。
網上教材特色﹕
 每月選取一齣電影，提供最貼近生活話題的討論內容。
 採用台灣生命教育學者吳庶深博士及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范晋豪座堂主任
牧師的影評設計為教案。
 教案內容﹕主題闡釋、教學目標、教學流程建議、引起動機、電影賞析、
討論問題及延伸活動。
 討論問題分「普及版」及「信仰版」，方便不同需要的人士使用。
 可於網上下載教案、簡報、影評、工作紙和補充資料。
 每套電影附主題列表，列出 24 個生命教育的價值觀，可供導師參考。
更多電影生命教育資訊﹕
請瀏覽網頁 http://movielife.rerc.org.hk 或
讚好「愛電影．愛生命」Facebook 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rercmovielife/
查詢：宗教教育中心培育部梁小姐（電話：27766333 WhatsApp：64068382）
19

香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
(一) 神學文憑課程－2020-21 年度第一學期（2020 年 9 月至 12 月）
DCS004 教會歷史導論 (教會歷史核心科目)
講師：李安業牧師
時間：晚上 7:00 – 9:00 地點：ZOOM
9 月 21 日
10 月 12 日
我們如何受到信仰先哲聖賢的影響？ 教會歷史與神學
DCS006 神學導論 (系統神學核心科目)
講師：范晋豪座堂主任牧師 時間：晚上 7:00 – 9:00 地點：ZOOM
11 月 16 日
11 月 23 日
11 月 30 日
12 月 7 日
神學是什麽及
如何認識上帝： 神學的語言及種 神學在歷史進程
造神學的態度
造神學的元素
類
中的機遇與挑戰
DPT001 探索當下富爭議的倫理課題（上）(實踐神學選修科目)
講師：梁少珍牧師
時間：晚上 7:30 – 9:00 地點：ZOOM
9 月 23 日及 9 月 30 日
10 月 7 日及 10 月 14 日
全球化對香港的影響與互動
性與性別歧視的爭議
DBS002 新約導論 (聖經研習選修科目)
講師：潘正行牧師
時間：晚上 7:00 – 9:00 地點：ZOOM
9 月 22 日
9 月 29 日
共觀福音的概覽與比較
保羅書信與大公書信（1）
10 月 6 日
10 月 13 日
10 月 20 日
10 月 27 日
保羅書信與大公書（2）
約翰福音與書信 使徒行傳
啓示錄
DPT005 靈修學 (實踐神學選修科目)
講師：李子林先生
時間：晚上 7:30 – 9:30 地點：ZOOM
10 月 21 日
10 月 28 日
11 月 4 日
11 月 11 日
靈修學導論
祈禱：靈修的工具 關係與親密
自我認識與身
分、召叫及侍奉
11 月 18 日
11 月 25 日
12 月 2 日
12 月 9 日
生命中尚待救贖 依納爵式分辨神類 靈修交談及實踐 總結及進階
的部份與恩賜
與決定
DBS004 《在起初…》創世記導論導論 (聖經研習選修科目)
講師：陳榮豐牧師
時間：晚上 7:00 – 9:00 地點：ZOOM
10 月 29 日
11 月 5 日
11 月 12 日
11 月 26 日
《在起初…》的 創造故事研讀
挪亞方舟與巴別 上主的應許—
寫作背景與文學
塔—神話與信仰 亞伯拉罕的生命
世界
12 月 3 日
12 月 10 日
12 月 17 日
談兄弟—《在起初…》 生命的起伏：
雅各家—以色列的建
的兄弟關係
從雅各到以色列
立：約瑟的故事
全科報讀或全科旁聽經已截止報名，歡迎單堂旁聽：HK$150
查詢及報名：academicadmin@minghua.org.hk 或 WhatsApp: +852 9640 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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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年制皇家音樂學院五級樂理課程（聖樂部主辦）
第一班
日期：20/10/2020 至 12/10/2021 (二)*
導師：吳庭頌先生
時間：晚上 7:00 – 8:15 地點：諸聖座堂
*共 36 堂，22/12, 29/12, 9/2, 16/2, 30/3, 6/4, 6/7-7/9 除外
第二班
日期：15/10/2020 至 7/10/2021 (四)*
導師：楊欣諾先生
時間：晚上 7:00 – 8:15 地點：明華神學院
*共 36 堂，24/12, 31/12, 11/2, 1/4, 8/4, 1/7-2/9 除外
課程費用：HK$3,000 (不包括教學材料)
截止報名日期：2020 年 9 月 22 日
查詢：+852 2536 7517 (King Chan) 或 電郵：music@minghua.org.hk

香港聖公會婦女總團周年募捐運動 2020 特別安排
香港聖公會婦女總團一直秉承普世聖公宗所倡導之傳道與服務宗旨，致力推動婦女義
工服務，關懷服侍在香港有需要的社羣。
今年新冠狀病毒肆虐全球，教會不少工作也受影響。但總團希望，除了在禱告中支持
外，仍能進行每年舉辦的募捐運動 (為期約三個月至 2020 年 12 月 15 日)，繼續利用募
捐所得的款項，資助推動教會事工及幫助牧區和傳道區的發展牧養福傳事工及支持教
會扶貧工作，救濟弱勢社羣。總團擬將用大部分今年募之捐款用作資助受疫情影響生
計的人士，包括捐助聖公會福利協會「心意行動」 – 抗疫緊急援助計劃 ，及各牧區
或傳道地區內的關懷事工。
總團姊妹衷心盼望各牧區及傳道區教友鼎力支持，使更多人受益。
如有意捐助請郵遞劃線支票至本團辦事處 :
地址：香港中環上亞厘畢道 1 號地下 5-6 室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聖公會婦女總團」或“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Women’s League”及在背面寫上所屬聖公會教堂或回郵地址及通
訊電話以便寄回收據
如有詢問，請聯絡 貴堂婦女部代表
本團募捐簡介及詳情可瀏覽本團網頁及面書:
http://womenleague.hkskh.org
https://www.facebook.com/%E9%A6%99%E6%B8%AF%E8%81%96%E5%85%AC%E6%9C%83%E5%
A9%A6%E5%A5%B3%E7%B8%BD%E5%9C%98-HKSKH-Womens-League101168111685737/?referrer=what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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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資源
聖靈降臨期第十六主日
經文：啓示錄 14 章 1 至 5 節
在這段經文中，比較難解的是那十四萬四千人，這數字還出現了兩次。
這十四萬四千人與第七章描述的人是同一班人，一班有上帝印記的人。有
釋經學者解釋這十四萬四千人是殉道者的數目，或是經歷試練的餘民。不
過，根據經文的鋪敍，以及第四至第五節的文學表述，十四萬四千人似乎
只是一個象徵的數字，代表凡認信耶穌基督為救主，並在患難中竭力堅守
真道、為主作見證、至死忠心的信徒。十四章一至五節明顯地繪畫出一幅
上帝與屬祂的人得勝的圖畫，凡屬祂、有祂印記的人，都歡欣地唱著凱歌，
敬拜上帝，歸榮耀給上帝！
現在，讓我們用三分鐘，一同想像我們就是「十四萬四千人」的一分
子，與其他聖徒一同在新天新地，有主與我們同在；我們也向著那愛我們、
在患難中保守我們到底的主，歡欣地唱著得勝的凱歌，將一切榮耀、頌讚
都歸給祂！哈利路亞！
當我們把這幅圖畫深深印在腦海裡，並抓緊上帝給我們這得勝應許的
終極盼望，就知道主耶穌基督必會給我們勇氣、力量與智慧，去面對那在
我們面前，看似無法改變的世界。主耶穌已經勝過這悖謬的世界，祂等待
著我們將來一同分享這得勝的喜樂！阿們！
盧珮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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