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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輪值
日期：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基督君王日）
早堂聖餐崇拜
主禮：葉子良牧師
講道：葉子良牧師
讀經：凌顯達
以弗所書1:15-23
葉子良牧師
馬太福音25:31-46
詩篇：95:1-7上
接待：劉嘉誼

日期：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將臨期第一主日）
早堂聖餐崇拜
主禮：葉子良牧師
講道：鄭凱韻
讀經：藍利明
哥林多前書 1:3-9
葉子良牧師
馬可福音 13:24-37
詩篇：80:1-7, 17-19
接待：藍鄭美華

午堂聖餐崇拜
主禮：陳衍昌法政牧師
襄禮：葉子良牧師
講道：葉子良牧師
司禱：吳秋建
聖詩：普50 普42 恩309 普309
讀經：孫廣文
以西結書34:11-16, 20-24
黎家誼
以弗所書1:15-23
葉子良牧師
馬太福音25:31-46
詩篇：95:1-7上
司琴：陳尚芸
侍從：廖朗廷、姜美欣、趙運開
張嘯陽、凌樂軒
音響：陳偉基
插花：林秋桂
點獻金：孫廣文、李汶靜

午堂聖餐崇拜
主禮：葉子良牧師
講道：李均熊博士
司禱：廖文廣
聖詩：普88 普369 普272 新普562
讀經：曾素玫
以賽亞書 64:1-9
馮雪霞
哥林多前書 1:3-9
葉子良牧師
馬可福音 13:24-37
詩篇：80:1-7, 17-19
司琴：苗志盈、朱卓琳
侍從：譚朗軒、周雯慧、鍾語騫
朱卓琳、張希諾
音響：陳偉基
插花：鍾寶琼
點獻金：趙運開、曾素玫
燃點將臨環蠟燭 : 廖正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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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禮儀
宣召經句
和散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馬可福音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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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歸主頌
全體

惟願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在地上平安歸與他的子民。
主上帝，天上的王，全能的上帝聖父。
我們敬拜你，感謝你，為你的榮耀稱頌你。
主耶穌基督，聖父的獨生聖子，主上帝，上帝的羔羊，
除掉世人罪的主：憐憫我們。
坐在聖父右邊的主：應允我們的禱告。
因為只有基督是聖，只有基督是主，
只有耶穌基督和聖靈，在上帝聖父榮耀裏，同為至上。阿們。

祝文
主禮

會眾

全能永生的上帝，祢的旨意就是要萬事萬物，在祢的愛子、萬王
之王、萬主之主、耶穌基督裏，返璞歸真：求祢施憐憫，使世上
被罪所分裂和奴役的各民族，在祂最仁慈的管理下，可以獲得自
由並聯為一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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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員
經課記載在 以弗所書 1:15-23
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就為你們不住地感謝上
帝。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上帝，榮耀的父，
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並且照明你們心
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
等豐盛的榮耀；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
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裏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
自己的右邊，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
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
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宣讀經課後，

讀經員
會眾

這是上主的道。
感謝上主。

靜默片刻。

詩篇 95:1-7 上
領誦
會眾

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
我們要來感謝他，用詩歌向他歡呼！

領誦
會眾

因耶和華為大神，為大王，超乎萬神之上。
地的深處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屬他。海洋屬他，是他造的；
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

領誦
會眾

來啊，我們要屈身敬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下。
因為他是我們的上帝；我們是他草場的羊，是他手下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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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福音員

會眾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奉主名來的王是應當稱頌的!
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處有榮光。(參路 19:38)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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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由第三十一節讀起】。
會眾
願榮耀歸與主基督。
「當人子在他榮耀裏、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
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
一般，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
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因為我餓了，
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
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義人就回
答說：『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吃，渴了，給你喝？甚麼時
候見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體，給你穿？又甚麼時候見你病了，
或是在監裏，來看你呢？』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
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
邊的說：『你們這被咒詛的人，離開我！進入那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
的永火裏去！因為我餓了，你們不給我吃，渴了，你們不給我喝；我作客
旅，你們不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不給我穿；我病了，我在監裏，你
們不來看顧我。』他們也要回答說：『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或
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體，或病了，或在監裏，不伺候你呢？』王要
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不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
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這些人要往永刑裏去；那些義人要往永生
裏去。」
宣讀福音後，

福音員
會眾

這是上主的福音。
願讚美歸與主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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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請記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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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心裡當仰望主。
我們心裡仰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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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敬拜你─天地萬物的上帝，是喜樂的，也是我們本分所當作
的。
因你是我們的牧人，你呼召亞伯拉罕，藉摩西招聚子民，在曠野
餵養他們，引領他們離開埃及和巴比倫，使他們在你的羊圈中獲
得依靠。照你所預定的日子，祢差遣耶穌成為我們的君王善牧，
領我們到可安歇的水邊，救我們脫離死蔭的幽谷，使我們的靈魂
甦醒。
因此，我們與你所招聚的羊群，和尚未歸進羊圈裡的羊，並環繞
在你榮耀寶座四周的眾聖徒和天使，以永不止息的詩歌，頌揚你
的聖名，說：

全體

聖哉，聖哉，聖哉，
大有權能、大有榮耀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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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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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

萬有的主，你賜予你的子民豐盛榮耀的基業，及你浩大的能力，
又賜給你的門徒智慧和啟示的靈。因此，求你差遣同一位聖靈，
使教會滿有生命的靈氣，響起澎湃的頌揚聲。又懇求聖靈將這餅
和酒分別為聖，使它們成為聖子耶穌基督的聖體和寶血。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與門徒共進晚餐的時候，拿起餅來，感謝你
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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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你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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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曾經受死，基督現已復活，基督將要再臨。

主禮

滿有榮耀的上帝，你差遣耶穌成為我們的先知、祭司和君王，讓
我們在那些被世界遺棄的人臉上，看見他的面容。
基督在曠野受魔鬼的試探時，也感到飢餓，因此，求主使所有尋
找食物充飢的人認識你；
基督被釘在木頭上時，也感到乾渴，因此，求主使缺乏潔淨食水
的人得見你的愛；
嬰孩基督在埃及作異鄉客時，正向遠方的朝聖者彰顯你的臨在；
新生嬰孩基督住在馬棚裡，赤著身軀時，也住在經歷羞恥與隱事
被揭露的人中間；
基督在客西馬尼園面對苦難，心裡感到痛苦時，你在向身、心或
靈性受苦的人，宣告你的恩典；
基督在本丟彼拉多手下被當作囚犯審問時，你與所有受困於愚
昧、不公義或恐懼的人在一起。
上帝啊，求你更新你的教會，使教會效法耶穌基督。耶穌基督是
我們被釘的君王、救贖者、主和朋友，與你和聖靈，唯一上帝，
永世無盡。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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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領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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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你的名被尊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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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都是你的，從現在直到永
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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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羔羊頌
全體

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之主，憐恤我們。
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之主，憐恤我們。
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之主，賜我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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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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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嘉蔚、陳美鳳
辛雪珍、曾煥娣、許簡洪桂、曾麗怡、楊三才、鍾寶琼、莫小娜
陳小玉、張彩、麥比比、黃婉婷及與本堂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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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國棟(黎永鍵父親)
蔡來英(編織班家長)、王世權(施惠怡丈夫)、張愷晴老師和石詠雪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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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為停課十四天的主風小學及再次面臨暫停面授
課程的靈風堂幼稚園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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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面對失業或收入驟減的家庭代禱。
教省祈禱環：西九龍教區
為西九龍教區代禱；為教區主教陳謳明主教及各聖品人的事奉代禱；
為教區的福傳使命，教區內的教堂、學校和社服機構代禱；
為新成立為牧區之聖安堂祈禱；
為領受聖召投入聖職的人代禱；為教區內所有的居民代禱；
為教會的合一及香港社會代禱。
靈風堂獻花、獻刊、獻酒餅
感恩
獻花、獻酒餅

蘇漢鳴、蘇畢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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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東九龍教區
聖樂工作小組主辦「將臨期歌述崇拜」
屆時將由東九龍教區聯合詩班獻詩，歡迎各堂弟兄姊妹積極參與，預備自
己的心靈迎接聖誕，亦為基督的再臨作好準備。崇拜同時設有網上直播，
詳情如下：
日期：2020 年 11 月 28 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6 時
地點：聖三一座堂 (九龍城馬頭涌道 135 號)
直播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座堂107967717438482/
查詢：東九龍教區辦事處 劉小姐 2713-9983

宗教教育中心
主日學影片製作速成班
日期：2020 年 11 月 25 日、12 月 2、9 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 8:00-10:00
講員：鄧智仁導演（仨製作創辦人及導演，資深影視製作人）
內容：1. 寫：認識如何為主日學影片定位，編寫拍攝流程
2. 拍：了解拍攝主日學影片時的注意事項
3. 剪：學習剪接主日學影片的秘技
形式：網上 Zoom（必須報名）
對象：香港聖公會主日學導師
人數：100 人（先到先得）
費用：$300（課堂出席率達 100%者，可全數退還）
備註：學員如製作 20 分鐘主日學影片，並於 2021 年 1 月 11 日前上載到指
定 網站，則所屬牧區／傳道區可最多獲贈精選繪本一套
（價值約港幣$600）
報名：1. 網上報名 http://bit.ly/sundayschoolvideo2020
2. 聯絡牧區／傳道區同工
截止報名日期：11 月 23 日 查詢：宗教教育中心培育部黃小
姐
（電話：27766333，內線 228；WhatsApp：6406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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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省教會政策文件導向委員會 宗教教育中心 合辦
香港聖公會將臨期屬靈閱讀之旅 2020
日期：2020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4 日（將臨期）
講員：陳國強座堂主任牧師（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座堂主任牧師）
范晋豪座堂主任牧師（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主任牧師）
陳榮豐牧師（香港聖公會聖馬提亞堂主任牧師）
梁智偉牧師（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助理聖品）
李耀強牧師（香港聖公會聖道堂主任牧師）
鄧翊匡牧師（香港聖公會施洗聖約翰堂主任牧師）
葉子良牧師（香港聖公會靈風堂主任牧師）
勞漢賢會吏（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堂助理聖品）
李文祺會吏（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堂牧）
內容：九位牧者導讀《屬靈導師指南》，暢談屬靈啟導，幫助弟兄姊妹成
為別人的「靈友」，回應上帝的召命。
形式：參加者將以電郵收取影片播放連結
讀本：《屬靈導師指南》
報名及購書：（1）個人網上 https://bit.ly/adventreading2020
（2）聯絡牧區／傳道區幹事報名
截止日期：11 月 23 日（一）查詢：宗教教育中心培育部黃小姐
（電話 2776 6333，內線 228；WhatsApp：64068382）

活動宣傳片

《屬靈導師指南》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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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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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20 – 12/2020）
DCS006 神學導論 (系統神學核心科目)
范晋豪座堂主任牧師
週一 晚上 7:00 – 9:00
ZOOM
11 月 30 日
12 月 7 日
神學的預言及種類
神學在歷史進程中的機遇與挑戰
DPT005 靈修學 (實踐神學選修科目)
ZOOM
李子林先生
週三 晚上 7:30 – 9:30
12 月 2 日
12 月 9 日
靈修交談及實踐
總結及進階
DBS004 《在起初…》創世記導論 (聖經研習選修科目)
ZOOM
陳榮豐牧師
週四 晚上 7:00 – 9:00
12 月 3 日
12 月 10 日
12 月 17 日
談兄弟 –《在起初…》的
生命的起伏：
雅各家 – 以色列的建
兄弟關係
從雅各到以色列
立：約瑟的故事
第一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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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學文憑課程－2020-21 年度第二學期（12/2020 – 3/2021） ***現正招生***
DCS001 聖公宗研習導論 (4 學分) (聖公宗研習必修科目)
講師：池嘉邦牧師
時間：週五 晚上 7:00 – 9:00
形式：ZOOM
2021 年 2 月 5 日
2 月 19 日
2 月 26 日
3月5日
聖公宗的源起 (上)
聖公宗的源起 (下)
香港聖公會的源起
香港聖公會的處境
DCH002 教會與社會文化的發展歷史 (8 學分) (教會歷史選修科目)
講師：李安業牧師
時間：週一 晚上 7:00 – 9:00
形式：ZOOM
2021 年 1 月 4 日
1 月 11 日
1 月 18 日
1 月 25 日
教會歷史的性質
早期教會歷史與
改革的歷史和
中國的教會歷史
和研究
神學研究
神學研究
2月1日
2月8日
2 月 22 日
3月1日
宗教與文化
宗教與暴力
教會歷史中的
聖公會的過去和現在
婦女與性別
DST001 神學即靈修：從十架傷痕而來的神學知識 (8 學分) (系統神學選修科目)
講師：范晋豪座堂主任牧師
時間：週二 晚上 7:00 – 9:00
形式：ZOOM
2021 年 1 月 5 日
1 月 12 日
1 月 19 日
1 月 26 日
十架前的沙漠
十架與殉道
沉重的肉身
心靈的歸依
2月2日
2月9日
2 月 16 日
2 月 23 日
修道者之詩
出神與啓悟
十架上人子的記號
十架下的黑夜
DPT006 怎樣解讀崇拜禮儀 (8 學分) (實踐神學選修科目)

講師：林振偉牧師
2021 年 1 月 7 日
禮儀解讀是
甚麼的一回事？
2月4日
為甚麼聖堂設計
也是一門學問

時間：週四 晚上 7:00 – 9:00
1 月 14 日
1 月 21 日
沒有邏輯的禮儀
公禱書從何說
還是禮儀嗎？
起？
2 月 18 日
2 月 25 日
做有時？
喜樂有時！
不做有時？
悲傷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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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ZOOM
1 月 28 日
古今禮文，那個靠
譜？
3月4日
知道是一件事！
怎樣做又是另一件
事！

DAN004 聖公宗的七位神學家 (8 學分) (聖公宗研習選修科目)

講師：池嘉邦牧師及其他聖公會牧師 時間：週三 晚上 7:00 – 9:00 形式：ZOOM
2020 年 12 月 16 日
2021 年 1 月 13 日
1 月 20 日
1 月 27 日
Thomas Cranmer
Richard Hooker
William Temple
John Henry Newman
（湯馬士‧克蘭
（威廉‧湯樸）
（亨利‧紐曼）
（理察‧胡克）
馬）
2月3日
2 月 24 日
3月3日
Charles Gore
Ronald Owen Hall
John Stott
（查理斯‧哥爾）
（何明華）
（約翰．司托德）
DBS005 共觀福音 (8 學分) (聖經研習選修科目)

講師：陳榮豐牧師
時間：週二 晚上 7:00 – 9:00
形式：ZOOM
2021 年 2 月 2 日
2月9日
2 月 23 日
3月2日
福音書與福音 上帝的兒子 天國的福音 –
邊緣人的福音 –
共觀福音的概論
馬可福音
馬太福音
路加福音
3月9日
3 月 16 日
3 月 23 日
3 月 30 日
福音的序言：共觀
基督的受難：
主題硏究 I︰
主題硏究 II：
福音基督降生聖跡
共觀福音受難史敘述
耶穌的比喻
共觀福音的解經方法
比對
每科學費：(全科報讀) HK$600 (4 學分) / HK$1,200 (8 學分)
旁聽費用：(全科旁聽) HK$360 (4 學分) / HK$720 (8 學分) | (單堂旁聽) HK$150
查詢及報名 （香港）：academicadmin@minghua.org.hk / WhatsApp: (852) 9640 2283
（澳門）︰laisylvia018@gmail.com / (853) 2871 8045
***科目開課前十天截止報名***

(二) 臨床牧靈教育課程（CPE）及督導級培訓課程（SIT）
2021 年度香港課程
課程編號 001：400 小時 CPE 在職延伸課程
日期： 2021 年 9 月 5 日至 2022 年 6 月 6 日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及一，4 月及 5 月除外*）
時間： 小組時段 - 星期日下午四時至星期一中午十二時
實習 - 每周最少 7.5 小時
截止報名：2021 年 3 月 31 日
課程編號 002：400 小時 CPE 夏季全日制課程
日期： 2021 年 6 月 24 日至 9 月 1 日（逢星期四及五）
時間： 小組時段 - 星期四上午十時至星期五下午六時
實習 - 逢星期一至三，每周最少 24 小時
截止報名：2021 年 1 月 31 日
課程編號 003：督導級培訓（SIT）課程
此課程為有志從事臨床牧靈督導人士而設。
有興趣者，請直接與教學督導聯絡。
教學督導：杜敏萍博士 (Patty)
人數：各 3 至 5 人（面試甄選）
學費：HK$13,000 (CPE); HK$16,000 (SIT); 包括宿營費
上課地點：香港聖公會靜修院（長洲明暉路 16 號）
查詢/報名：(852) 2521 7708 / admission@minghua.org.hk
*4 月第二個星期日及一；5 月第三個星期日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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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消息
* 本主日選用的大祝謝文，翻譯自英國聖公會倫敦聖馬田堂主任牧師韋
爾斯 (The Revd Canon Dr Samuel Wells) 編寫的大祝謝文，蒙教區主
教允准使用。
* 本堂謹訂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崇拜前後舉行，由早上九時正至下午
二時正(崇拜前十分鐘至崇拜完結暫停)，本堂二零二一年度牧區議會
議員周年選舉，敬請本牧區各位註冊教友於該主日積極親臨投票，以
盡教友之責。本堂會密切留意疫情，就周年選舉之安排。懇請各兄姊
為疫症不再爆發禱告，並同心祈求上主親自揀選合適之議員擔任各種
事奉。
二零二一年牧區議會議員周年選舉候選人名單，於十月二十五日均已
張貼於聖堂外的壁佈板上，以供查閱。候選人名單分別包括：普選議
員、委選議員、特選議員及牧區常備顧問名單。。
* 9 月 30 日主教院通告：香港恢復公開崇拜
因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禁上群組聚集)規例》
，以容許在崇拜地點舉行的宗教活動中的群組聚集，主教院決定香港
各聖堂由 2020 年 10 月 4 日起恢復公開崇拜。
各聖堂恢復公開崇拜時，必須遵守由教省辦事處制定並隨本通告發出
之指引。此外，各聖堂亦應參考由衛生防護中心發出之《預防 2019 冠
狀病毒病給宗教聚會的健康指引(暫擬)》。
雖然可以恢復舉行公開崇拜，唯其他團體聚會活動(例如團契﹑主日學等
)仍繼續暫停，直至另行通告。
請密切留意主教院或教省辦事處不時按情況發展而發出的通告。
* 按主教院於 9 月 30 日通告香港恢復公開崇拜，本堂將於 10 月 4 日恢
復早堂及午堂崇拜，早堂崇拜於早上八時三十分，午堂崇拜於早上十
一時正舉行，同時參考由衛生防護中心發出之《預防 2019 冠狀病毒
病給宗教聚會的健康指引(暫擬)》，獲取更多防疫措施詳情。
恢復公開崇拜後仍然會在主日早上十一時正直播崇拜，讓弟兄姊妹保
持崇拜生活。
歡迎登入 https://www.facebook.com/skhhsc 一同敬拜。
香港各堂恢復公開崇拜守則
1. 教友若有下列情況，應留在家中祈禱：
- 身體不適(特別是當出現發燒或呼吸道感染病徵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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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 同住家人正接受家居檢疫。
2. 保持聖堂空氣流通，座位物件定時清潔消毒。
3. 聖堂劃定可坐座位(例如安排教友隔行就座)，保持適當距離，不設
企位，以免聚眾。同一時間在聖堂內參與崇拜之教友人數以聖堂座
位數目之一半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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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友進入聖堂，必須戴上口罩，量度體溫，用消毒液搓手；由工作
人員指示就坐，在可行情況下，確保教友與他人保持一米的距離
（同住之教友可豁免），或設置屏障分隔教友。
5. 停蘸聖水，及停用公用崇拜書籍；可改以印製一次性禮文及/或聖詩
樂譜供教友使用。
6.平安禮以點頭或拱手方式進行。
7.崇拜期間不收集獻金，教友可於進入或離開聖堂時將獻金投進設置
於入口處之收集箱。
8.崇拜中祝聖之聖血只由主禮一人領受，教友只領聖體，領聖體時應
掌心向上等待牧師派送聖體，無須下跪領受。領聖體前用消毒液搓
手。列隊時亦要保持適當距離。
9.禮成後，教友離開聖堂時不宜作其他社交接觸，以免聚眾。如教友
須要與神職人員聯絡，請另覓地方會面，惟仍應佩戴口罩及保持適
當距離。
10.禮成後，堂內座位物件立即消毒清潔。
11.請參閱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發出之《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給宗教聚
會的健康指引(暫擬)》，獲取更多防疫措施詳情。
* 主日查經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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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與教友們一起研讀《使徒行傳》(共 8 課)，讓大家了解使徒行傳的
主要內容和整體的結構、認識初期教會的發展經過，及相關新約書信
的歷史背景。《使徒行傳 II》11 月 15、22、29 及 12 月 6 日。
* 台山商會中學恢復在主日崇拜時段，借出學校停車場給本堂教友使用
。請教友每次泊車前，先到靈風堂向保安員登記，才到台山商會中學
泊車，並須在當日下午 2:00 前把車輛駛離學校。所有泊車規則請依循
學校工友指示，多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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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教友欲於 2021 年 4 月 3 日(主復活日守夜崇拜)接受聖洗禮及 5 月 23 日
(聖靈降臨日)接受堅振禮，請向幹事周太報名參加學道班，課程詳情如下：
逢星期五
時間：晚上八時正
地點：網上形式進行
2020-2021 年學道班日期及主題
日期

主題

11 月 20 日

1.

耶穌說：「你們來看。」

11 月 27 日

2.

我信 ─ 基督徒的呼召

12 月 4 日

3.

我信上帝聖父 (一)

12 月 11 日

4.

我信上帝聖父 (二)

12 月 18 日

5.

我信上帝聖子耶穌基督 (一)

1月8日

6.

我信上帝聖子耶穌基督 (二)

1 月 15 日

7.

我信上帝聖子耶穌基督 (三)

1 月 22 日

8.

我信上帝聖靈 (一)

1 月 29 日

9.

我信上帝聖靈 (二)

2月5日

10.

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2 月 19 日

11.

我信聖徒相通

2 月 26 日

12.

罪得赦免 ─ 聖洗禮與堅振禮 (一)

3月5日

13.

罪得赦免 ─ 聖洗禮與堅振禮 (二)

3 月 12 日

14.

我信永生 ─ 聖餐 (一)

3 月 19 日

15.

我信永生 ─ 聖餐 (二)

3 月 26 日

16.

朝聖與學習的群體

4月9日

17.

禱告的群體

4 月 16 日

18.

彼此同行的群體

4 月 23 日

19.

見證的群體

4 月 30 日

20.

奉獻的群體

5月7日

21.

認識香港聖公會

5 月 14 日

22.

認識靈風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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伉儷部

主日家長團契
課程名稱：好爸媽秘笈－ 親子倫理課程計劃

課程日期：11/10(日)、18/10(日)、25/10(日)、1/11(日)、8/11(日)
15/11(日)、22/11(日)、29/11(日)、6/12(日)、13/12(日)
20/12(日) 、27/12(日)、3/1(日)、10/1(日)、17/1(日)、24/1(日)
舉辦時間：早上 9:00-10:15
舉辦地點：香港聖公會靈風堂(Zoom)
課程對象：父母
課程流程：看片、處境討論、講解
課程簡介：(1) 知己知彼，讓父母認識今天管教子女的新挑戰，是上一代甚
少遇上，包括：打機普及、社交媒體、自我形象危機、性開
放及兩性關係。
(2) 認識不同解決方法，擊破這些新挑戰。
(3) 了解今天青少年文化，明白他們內心世界。
課程大綱：
日期
主題
22/11
即刻收機！—打機和子女需要
29/11
親子見證分享
6/12
我要玩十個鐘！—如何與子女商量
13/12
親子見證分享
20/12
我想做女神！－如何培養女兒擁有健康身體形象？
如何跟兒子談情慾？
27/12
我要拍拖！—如何與子女談愛情？
3/1
親子見證分享
10/1
親子見證分享
17/1
親子見證分享
24/1
點避免阿囡第時被男人呃？
點同阿囝講性和愛？
如有任何查詢,可與廖文廣弟兄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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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民的代禱信：來自 JIN 的呼聲(4)
今期代禱信篇幅會較過往長，希望大家能為我持續代禱。

實習和事奉方向
由於我已經決定於 2021 年畢業，而在未來一段時間仍看不到可以自由通關的希望，
經與神學院督導牧者商討，已決定以本地跨文化實習取代海外實習。既已做好決定，
也就不應再猶豫，要全力以赴面對當前的事奉挑戰。在剛過去的主日，凱韻的講道令
我再一次反思，到底我是否將那一個「他連得」埋在地裏的管家。我有沒有好好發揮
自己的恩賜，並實踐出召命？我到底有沒有經營好自己的靈命，以堪當所托的「他連
得」？
許多兄姊都問過我是否畢業後就辭職出事奉工場，我的答案是我現時不打算出事
奉工場。其實我在入學面試時，並且商討實習和事奉方向時，已跟神學院的督導牧者
討論過我的事奉方向，會以後勤支援為主，這也是我希望能透海外實習，體會在海外
工場事奉的原因。但我未來的事奉方向，仍是與日本工場有密切關係，並會在稍後透
露更多。

尼泊爾學生事工
執筆之時，我已參與了兩次實體團契 (即 10 月 31 日和 11 月 14 日)。第一次團契
主題是播放《來自星星的 PK》的節錄片段，這套電影的 hidden agenda 乃質疑南亞次
大陸的多神文化和信仰是否能幫助一個人成長。由於電影背景為印度，這讓學生更投
入聚會，更欲罷不能地要求傳道人播放最後大結局。第二次團契為「神是否存在」的
debate，學生們分為兩組，正方一組要說明神存在，而反方則要質疑；雖然在討論時
段大家七咀八舌，但到正式辯論時同學們的回應仍然有板有眼。
我是第一次親身接觸同學，有感到吃力的時候。我本身已沒有參與中學生事工一
段十分長的時間，現在不單要接觸初中學生，還要是不同族裔的。能與人用英語溝通
是一件事，但能與人用英語講論福音和生命則是另一層次的事。經歷了兩次團契後，
我深深感受到面對一個個未信主生命的無力感，在開組時不知如何打開話題或與他們
討論更深入的話題。希望大家能持續為我祈禱，讓我有力量面對這種無力感。
剛過去的週末為尼泊爾傳統節日──排燈節，部份學生也因為家人要過節而未能
參與團契，而每個家庭也會燃點油燈或蠟燭。大家應從新聞得悉一場致命大火在佐敦
(尼泊爾人的主要聚居區域) 發生，並奪去 8 個尼泊爾人的性命。傳道人經查詢後確定
沒有伯特利中學的學生在大火中受傷或死亡，但當中有學生認識的親友在大火中喪生。
因此，原定 20 日 (五) 的 zoom 團契也改為實體祈禱會，以照顧情緒受影響學生的靈性
需要。請大家為所有受傷的、喪生的和他們的親友祈禱。

印傭事工
未來先持續參與亞洲歸主協會 (亞協) 的「關愛印傭月禱會」，但預計只能避動地
參與。但在這次的代禱，我希望分享更多神學院同學的見聞。在神學院一次宣教成長
營，主力在印傭群體實習的同學分享了兩個個案。第一個個案，是一名本身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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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傭姐姐，在家中做好自己的崗位，成功取得僱主們的信任與認同，更向她所貼身
照顧的長者傳福音，令僱主一家人都信主成為基督徒。
上面固然是個皆大歡喜的結局，但更多的是僱主為難、剝削甚至虐待印傭姐姐，
令她們備受身心的摧殘，而這些僱主當中不乏「基督徒」。事實上，印傭姐姐要離鄉
別井到香港的家庭打工，人離鄕賤的她們本身已屬弱勢；但要受到「基督徒」僱主的
剝削和虐待，實在令人心感不安。從來也明白「基督徒」這個名稱本身並不自帶任何
道德高地，看看說天主已在天堂留了席位給她的政客的行事為人，就會明白。
耶穌又用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比一個王，為他兒子擺設娶親的筵席。就
打發僕人去，請那些被召的人來赴席，他們卻不肯來。王又打發別的僕人說、
你們告訴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經預備好了，牛和肥畜已經宰了，各樣都
齊備，請你們來赴席。 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個到自己田裏去，一個作買賣
去，其餘的拿住僕人，凌辱他們，把他們殺了。王就大怒，發兵除滅那些凶
手，燒毀他們的城。 於是對僕人說、喜筵已經齊備、只是所召的人不配。」
(太 22:1-8)
我經常也反思自己，會否無法成為傳福音的鴿子之餘，倒成別人信主的絆腳石。
印尼姐姐能脫離伊斯蘭教的生活環境，進入一個基督徒僱主的家中，本來是福音的良
機。但因為基督徒失見証，令這些穆斯林更確信伊斯蘭教所指基督徒都是心存詭詐的
異教徒，豈不是得不償失？跨文化宣教並不一定要到「山旯旮」的偏遠地方，當有一
名穆斯林住在我們中間，這也是傳福音的良機。即使因為未受裝備無法有效將福音帶
給家中的印傭姐姐，也可以善待她們，讓他們感受到基督徒並不像他們的宗教所言那
麼差。事實上，亞協其中一個向印尼姐姐傳福音的機會是趁她們帶長者出席教會活動，
而自己在外面 hea 的時間。希望家中有印尼姐姐的基督徒朋友，也能成為屬靈爭戰的
前線戰士，讓我們一起為此祈禱。

代禱事項一覽
1. 為香港及全球疫情祈禱。這場疫症奪走了無數人的生命與健康，也影響了許多基督
2.
3.
4.
5.
6.

徒的教會和信仰生活，並減低了無數未信者得聞福音的機會。
我已申請在 2020/21 畢業，為我順利完成神學院對實習的要求，並能順利畢業祈禱。
為進行中的尼泊爾學生網上／實體團契活動，特別為我面對學生們的應對祈禱。
為佐敦大火中所有受影響的尼泊爾人及其親友祈禱。
為家中有印尼姐姐的基督徒家庭祈禱。
為介紹在港尼泊爾人福音需要的報告的撰寫／修訂工作祈禱。

網址：https://www.benefran.ws/mission/

你的朋友
Benedict 敬上
2020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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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資源
將臨期前主日 (基督君王日)
經文：路加福音 19 章 29 至 38 節
主耶稣進入聖城耶路撒冷，是象徵上帝的國度來臨，可是過了幾天，
這榮耀的場面、全城轟動歡迎的情況，來了逆轉，主耶穌竟然成為階下之
囚，接受審訊，且被眾人棄絕，被判處釘十字架。似乎榮耀迅即消逝，但
上帝的國確實來臨了！在主耶穌復活升天後的五旬節，聖靈降臨，聚集在
耶路撒冷的眾人聽見彼得講道，見證耶穌就是上帝藉眾先知多次多方預言
的那位彌賽亞，眾人都覺得扎心。這不但是一種懊悔、痛苦的感覺，而是
有附帶行動的。使徒行傳二章三十七至四十七節的記載，是眾人問彼得和
其餘的使徒：「諸位弟兄，我們該怎樣做呢？」彼得對他們說：「你們各
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使你們的罪得赦免」。根據聖經記載，
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這個時候，是初期教會建立的時候，也是眾
人接受耶穌為王，接受主耶穌管治的時候。政治上也許外族統治仍然存在，
經濟上大多數人的生活依然艱難，但真正的平安，是罪得赦免，與上帝重
新建立關係，認識到真理，抓緊真理。
今天我們接納了主耶穌為我們生命的王，生命的主，是因為我們都曾
經悔罪，願意作出悔改的回應，我們可以從心靈的深處發出讚美，可以真
心地說出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八節的話：「奉主名來的王是應該稱頌的！」
各位弟兄姐妹們，既然我們都擁有這份平安，也應該與眾人分享，一起稱
頌耶穌為王，是我們的主，讓祂掌管我們生命的主權，進入永生。
麥漢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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