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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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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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四星期五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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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日
（聖靈降臨期第四主日）
〔雙親節〕
早堂聖餐崇拜
主禮：葉子良牧師
講道：葉子良牧師
讀經：吳木嘉
哥林多後書6:1-13
葉子良牧師
馬可福音4:35-41
詩篇：107:1-3, 23-32

日期：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聖靈降臨期第五主日）
〔神學教育主日〕
早堂聖餐崇拜
主禮：葉子良牧師
講道：陳宇豪
讀經：劉嘉誼
哥林多後書8:7-15
葉子良牧師
馬可福音5:21-43
詩篇：30

午堂聖餐崇拜
主禮：葉子良牧師
講道：胡維頎
司禱：李淑儀
聖詩：普9 普361 新普745 新普222
讀經：單仲敏
約伯記38:1-11
周耀蘭
哥林多後書6:1-13
葉子良牧師
馬可福音4:35-41
詩篇：107:1-3, 23-32
司琴：鄺慈暉
侍從：廖朗廷、譚朗軒、周雯慧
朱卓琳、張希諾
插花：林秋桂
音響：麥耀權
接待/點獻金：趙運開、曾素玫

午堂早禱崇拜
主禮：葉子良牧師
講道：陳宇豪
司禱：黃偉良
聖詩：普56 普67 恩337
讀經：陳炳宗
耶利米哀歌3:22-33
陳敏芳
哥林多後書8:7-15
陳可童
馬可福音5:21-43
詩篇：30
司琴：苗志盈
侍從：劉運韜
插花：鄭文慧
音響：陳裕佳
接待/點獻金：鍾明達、楊偉傑

預備禮儀
宣召經句
有大先知在我們當中興起來了！上帝眷顧了祂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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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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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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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祈禱。

靜默片刻。

主禮

會眾

主啊，求祢使我們敬畏愛慕祢的聖名，因為祢常常幫助和治理那
些祢已經立定慈愛根基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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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坐下，聆聽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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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道禮儀
書信經課
讀經員

經課記載在 哥林多後書 6:1-13

我們與上帝同工的，也勸你們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為他說：「在悅納的
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現在正是悅納
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們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礙，免得這職分被
人毀謗；反倒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就如在許多的忍耐、
患難、窮乏、困苦、鞭打、監禁、擾亂、勤勞、警醒、不食、廉潔、知識、
恆忍、恩慈、聖靈的感化、無偽的愛心、真實的道理、上帝的大能；仁義
的兵器在左在右；榮耀、羞辱，惡名、美名；似乎是誘惑人的，卻是誠實
的；似乎不為人所知，卻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卻是活著的；似乎受
責罰，卻是不致喪命的；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似乎貧窮，卻是叫
許多人富足的；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哥林多人哪，我們向你
們，口是張開的，心是寬宏的。你們狹窄，原不在乎我們，是在乎自己的
心腸狹窄。你們也要照樣用寬宏的心報答我。我這話正像對自己的孩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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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3, 23-32
領誦
會眾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願耶和華的贖民說這話，就是他從敵人手中所救贖的，從各地，
從東從西，從南從北，所招聚來的。

領誦

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經理事務的，他們看見耶和華的作為，並
他在深水中的奇事。
因他一吩咐，狂風就起來，海中的波浪也揚起。

會眾
領誦
會眾

他們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們的心因患難便消化。
他們搖搖晃晃，東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們的智慧無法可
施。

領誦

於是，他們在苦難中哀求耶和華，他從他們的禍患中領出他們
來。
他使狂風止息，波浪就平靜。風息浪靜，他們便歡喜；他就引他
們到所願去的海口。

會眾
領誦
會眾

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讚他。
願他們在民的會中尊崇他，在長老的位上讚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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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階詩

福音
福音員

會眾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主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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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載在聖馬可福音【第四章由第三十五節讀起】。
願榮耀歸與主基督。

會眾

(參約 14:6)

當那天晚上，耶穌對門徒說：「我們渡到那邊去吧。」門徒離開眾人，耶
穌仍在船上，他們就把他一同帶去；也有別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風，
波浪打入船內，甚至船要滿了水。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門徒叫
醒了他，說：「夫子！我們喪命，你不顧嗎？」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
說：「住了吧！靜了吧！」風就止住，大大地平靜了。耶穌對他們說：
「為甚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嗎？」他們就大大地懼怕，彼此說：「這
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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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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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禱文
由司禱領禱，於每段禱文後，按代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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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禮聖詩
不再有憂慮

獻禮文
全體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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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藉著水和聖靈，使我們在主耶穌基督裏成為你的新子民，
向全世界顯示你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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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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

聖哉，聖哉，聖哉，
大有權能、大有威嚴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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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禮

上帝啊，我們感謝你，因你不但藉著你所創造的天地萬物，向我
們啟示你自己，亦藉著選召你的子民以色列，和先知所宣講的聖
言，及你道成肉身的聖子耶穌，向我們顯明你的仁慈和大愛。在
這末世的日子裡，你差遣你的聖子耶穌，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成為世界的救主和救贖者。藉著他，你拯救我們脫離邪惡，使我
們可以無愧的侍立在你面前。藉著他，你引領我們遠離謬誤，進
入真理；遠離罪惡，進入公義；遠離死亡，進入永生。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在為我們受死的前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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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啊，遵照他的命令，因此，

全體

我們記念他的死，
我們傳揚他的復活，
我們期待他在榮耀中再臨。

主禮

萬有的主，我們向你獻上稱頌和感謝的祭，把來自你所創造之世
界的餅和酒，呈獻給你。
恩慈的上帝，我們求你差遣聖靈，降臨在這些餅酒上面，使它們
可以成為基督的聖體和寶血的新約聖事。求你使我們與你的聖子
結成一體，分享他所獻的祭，以致我們藉著他，被聖靈分別為
聖，蒙你悅納。求你按你預定的日子，使萬物皆順服基督，並且
引領我們進入天國，在該處與你的眾聖徒，承受你為我們所準備
的永恆產業；藉著在萬有之先就存在、教會的元首、我們得救的
泉源主耶穌基督而求。

會眾

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及在聖靈的合一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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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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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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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永生的上帝，你已經施恩，接納我們作為聖子救主耶穌基
督的活潑肢體，並在他聖體寶血的聖事裏，用靈糧餵養了我們。
現在求你差遣我們平安奔走世程，並賜給我們力量和勇氣，專心
樂意的敬愛你，服侍你，藉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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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芍 喬 小朋 友、 羅 叡知 小朋友 、 朱六 根、尹 俊 怡、 梁曉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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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麗怡、鍾寶琼、莫小娜、麥比比、黃婉婷、黎志發、楊麗容
朱劉麗琼、劉衛雁卿、鄭順寧及與本堂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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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淑珍(索宗德親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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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姌沂(溫楚芬姪孫女)、黎國棟(黎永鍵父親)
蔡來英(編織班家長)、王世權(施惠怡丈夫 )、陳麗華(嚴國豪母親 )
黃捷屏(鄧周幸坤母親)、吳清艷(潘海燕弟婦)、古小雨(王籽母親 )
王偉明(施惠怡家翁)、鄺美儀(施惠怡奶奶)、和石詠雪牧師。
為青少年部計劃於 6 月及 8 月重辦「薪火相傳」及「暑期升中活動」代
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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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及教職員祈禱，特別為林裘謀中學的青年啟發課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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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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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恩堂及赤柱聖士提反堂
為聖恩堂、林振偉牧師、盧君灝牧師及眾教友代禱；

（赤柱分校）代禱；

獻花、獻刊、獻酒餅
藉生辰、結婚周年、先人紀念或其他值得紀念的日子裏，向上主感恩。
獻花、獻刊

紀念先人

陳衍昌法政牧師夫婦

紀念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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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公會教省
教省主日學事工推動小組主辦 宗教教育中心協辦
化疫為翼
日期：2021 年 7 月 3 日（六）
時間：上午 9:30-下午 1:00
形式：網上 Zoom 進行（必須報名）
費用：免費
對象：香港聖公會牧區／傳道區牧者、同工、主日學導師及有志成為
主日學導師的教友
網上報名：http://bit.ly/sstalk202107
專題分享：
工作坊（一）：
上午 9:30 - 10:45
上午 10:50 - 11:50
主題 1：
孩童走路不偏離
教學智慧疫中求──
（二選一）
邊學邊做，同行無懼
1A. 親子同在──
主題 2：
嬰幼牧養的模式
疫症期間主日學好玩的點 1B. 課堂同樂──
子
團體遊戲的帶領
截止報名日期：2021 年 6 月 29 日（二）
查詢：宗教教育中心培育部同工梁小姐
（電話：2776 6333 內線 250；WhatsApp：6406 8382；
電郵：infocf@rerc.org.hk）

工作坊（二）：
上午 11:55 - 下午 12:55
帶領小孩到我處
（二選一）
2A . 夫婦同心──
家長伉儷的牧養
2B. 小孩同行──
屬靈生命的提升

宗教教育中心、香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 合辦
Spiritcation－在家中體驗五星級退修
日期
主題
講員
24/6
與祢相遇的故事
梁秀珊牧師
8/7
當靈修遇上藝術
黃笑雯博士
22/7
在明陣與祢同行
陳立仁牧師
5/8
靈性健身的喜樂
潘正行牧師
時間：星期四晚上 8:00- 9:45
形式：網上 Zoom 進行（必須報名）
費用：$150（共四次）
星級禮遇：加送《禱告旅程》一本及自選一本靈修書籍（包括《與祢相遇》、
《心繪誦》、《明陣》或《靈性健身房》)
截止報名日期：2021 年 6 月 17 日（四）
網上報名：http://bit.ly/spiritcation2021
查詢：宗教教育中心培育部陳先生
（電話：2776 6333，內線 228；WhatsApp：6406 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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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
(一)

神學文憑課程 2021 年度第三學期（4 月至 7 月）
DPT002 探索當下富爭議的倫理課題（下）* (實踐神學選修科目)
*未曾修讀或旁聽 DPT001 探索當下富爭議的倫理課題（上）亦歡迎報名

講師：梁少珍牧師
6 月 30 日 （三）：基因工程與生物倫理
7 月 7 日 （三）：生態環保與社會發展的相輔相剋
7 月 14 日 （三）：解放神學引來的爭議
7 月 21 日 （三）：基督教信仰對社會倡導的角色
上課時間： 晚上 7:00 – 9:00
形式：ZOOM
*** 開課前十天截止報名 ***
旁聽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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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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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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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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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第二個星期日及一；5 月第三個星期日及一
教學督導：杜敏萍博士 (Patty)
人數：各 3 至 5 人（面試甄選、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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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及報名：admission@minghua.org.hk 或 WhatsApp: +852 9530 7241

(三)

與澳洲查理斯特大學及日本團體合辦
環球網上導賞團 - 與來自亞洲及澳洲的學者及學生交流
日期：2021 年 7 月 5 日 (一)
時間：早上 10:00 – 12:00

日期：2021 年 8 月 21 日 (六)
時間：早上 10:00 - 11:30
日期：2021 年 8 月 30 日 (一)
時間：早上 11:00 - 12:30

網上導賞團：學校圖書館 / 好書分享
 日本関西学院千⾥国際中等部・⾼等部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拔萃女書院
網上導賞團：神田神保町古書街

網上講座－澳洲查理斯特⼤學
 澳洲的圖書館教育
 監獄圖書館
報名及詳情：https://library.minghua.edu.hk/vtour.html
查詢：香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圖書館
電郵：library@minghua.org.hk
電話：2536 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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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公會婦女總團
2021 年第二期靈修舞班
💖 喜樂的心 💖
聖經箴言說:「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憂傷的靈使骨枯乾。」然而，世紀大疫症奪走了不
少人喜樂的心，我們的心情像是被四周的人與事所支配，無力抵抗。這課程重申喜樂
的心乃是我們可以操練的，透過舞蹈、習作、默想，重拾喜樂的心。
選用詩歌: 《Joyfully》(Kari Jobe)
日期 ： 2021 年 6 月 23 日 - 7 月 28 日（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7:15 - 8:45
地點：聖匠堂副堂（紅磡戴亞街 1 號）
收費：$650 (6 堂）
導師：Eric Lau
報名及查詢：Queenie Mui (9197 3070)

東九龍教區
培育及牧養委員會 2021-啟發婚姻課程
對象：已婚夫婦 (未信者同樣歡迎)
內容：主題研習、嘉賓分享、互動討論、實踐營會等
日期：2021 年 9 月 18 日至 2022 年 1 月 8 日
https://bit.ly/3p8tlcF
時間：晚上 7:00 - 9:00
網上報名
地點：九龍馬頭涌道 139 號聖三一白普理中心 4 樓
費用：每對夫婦 HK$2,800 (包括首堂晚膳和兩日一夜酒店實踐營會費用)
名額：9 對夫婦，額滿即止，欲報從速
日期
主題
1
2021 年 9 月 18 日 (六)
建立穩固根基
2
2021 年 9 月 25 日 (六)
溝通的藝術
3
2021 年 10 月 2 日 (六)
解決衝突
4
2021 年 10 月 9 日 (六)
寬恕的力量
5
2021 年 10 月 16 日 (六)
雙方家庭的影響
6
2021 年 10 月 23 日 (六)
交誼活動 (自費)
7
2021 年 10 月 30 日 (六)
美好性生活
8
2021 年 11 月 6 日 (六)
將愛付諸行動
9
2021 年 12 月 4-5 日 (六、日)
實踐營會 (兩日一夜)
10
2022 年 1 月 8 日 (六、晚)
結業典禮
** 如有查詢，請聯絡張鼎麟伉儷、鄒一凡伉儷或蘇漢鳴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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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詩班的挑戰」分享會
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聖樂工作小組，謹定於本年 7 月 1 日(星期四/公眾假
期) 舉行「疫情下詩班的挑戰」分享會，詳情如下：
時間：下午 3:00 - 5:30
地點：靈風堂 (新界沙田圓洲角路 13 號)
對象：詩班員、有興趣教友
內容：下午 3:00 - 4:30 分享
疫情期間各堂詩班面對的挑戰及如何豐富網上崇拜元素
下午 4:30-5:00 休息
下午 5:00-5:30 晚禱崇拜
聖樂工作小組同時定於本年 7 月 15、22、29 日及 8 月 5 日(星期四)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於聖三一座堂舉辦「初階視唱課程」，為有意提升視唱技巧的
詩班員或教友提供培訓，費用全免，名額有限。
請向 貴堂聖樂部長報名及查詢，或致電東九龍教區劉小姐 2713-9983。

2021 聖靈降臨期靈修工作坊
視己視神
目的：從自我認識中透視自己，瞭解潛存於內在及影響着生活行為的性格，
來協助自己更加親近上主。在過程中配以小組及個人進行屬靈指導，及不
同的屬靈操練工具（默觀靜禱，聖言誦讀，粉彩繪作，福音默想），讓參
加者可以發現自己的靈修動力傾向，繼而實踐靈修生活成為自己生命的一
部份。
日期：2021 年 6 月 19 日；7 月 17, 31 日；8 月 14, 28 日（逢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 - 中午 12:00
日營：7 月 3 日，上午 10:00 -下午 3:30
地點：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辦事處
查詢：27139983 李小姐 A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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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200.00（於上第一課時繳付，不作退款。）
費用包括性格透視®(Personality Dimensions®)問卷 $55.00；粉彩工具；行政
費等。
報名：直接掃描 QR CODE 圖碼，在 Google Form 中報名。
截止：2021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二）
單位：東九龍教區靈修小組（李耀強牧師、呂利武牧師、
陳澤滿、余欣婷）
內容：
屬靈操練初探日營：性格評估與靈修生活
靈修指導～默觀靜禱/靈修指導～聖言誦讀/靈修指導～粉彩繪作/靈修指
導～福音默想
備註：工作坊中使用的工具，若需要專業認證，則由持有其認證的導師負
責。
性格評估工具是採用性格透視®(Personality Dimensions®)，此工具在世界各
國及本港的大專院校，於自我認識、人際溝通、生涯規劃等課題上，協助
學生個人成長。
粉彩繪作則用「日本粉彩希望藝術協會」（JPHAA）」的和諧粉彩為繪畫
技巧，彩繪自己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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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愛心靈」靈性關懷工作計劃
SOUL Time PEACE～靈．靜時刻
七感靈修～回歸身心靈的整全 – 靈修工作坊（2021 年 6-9 月）
以一系列心靈療癒及靈修工作坊，介紹多元化靈修方式，提升參加者在觸覺、聽覺、
視覺、嗅覺、味覺、心覺與靈覺的七感覺知，進入多元融合及身心靈合一的整全靈修
體驗。各工作坊於東九龍教區的「寧謐處．靜修園」~靜修中心進行
設於香港聖公會施洗聖約翰堂內，地址為：將軍澳寶琳北路 103 號
一觸一唸．親近上主：聖公宗祈禱串珠
由聖公會林恩．鮑曼牧師（Rev. Lynn C. Bauman）於 1980 年代創建。祈禱串珠的使用
有助安靜身心，更容易進入與上主的臨在，更能覺知與專注地進行默觀祈禱。介紹祈
禱串珠靈修的背景和特色、認識祈禱串珠禱文、體驗使用方法及設計自已的禱文。
分享牧者：鄧翊匡牧師 靈修導師：歐陽素華
A 班：3/7，10/7，17/7 (六) 下午 2:00-4:30
B 班：17/8，14/8，21/8 (六) 上午 10:00-下午 12:30
費用：$300 附送聖公宗祈禱串珠、串珠袋及禱文
一心順隨．筆筆效法：經文抄寫靈修
經文抄寫並非要比較書法的美與不美，也不是要展示自我在書寫上的好與不好。而是
手動心靜，讓身心安放於靜定中，只專心地筆筆效法，將心神專注於聖言中，一心一
意地順隨主意。介紹經文抄寫靈修的特色和方法，體驗眼觀、手抄，心專注；順隨，
靜定，心領悟的過程。
分享牧者：陳榮豐牧師 靈修導師：歐陽素華
A 班：18/6，25/6 (五) 下午 2:00-4:00
B 班：7/8，14/8 (六)
下午 2:00-4:00
C 班：11/9，18/9 (六) 上午 10:00- 中午 12:00
費用：$200 附送抄經筆及一套經文字帖
一指明陣 Finger Labyrinth：明陣製作與靈修體驗
介紹一指明陣的背景和特色、製作不同物料和指感並屬於自己的一指明陣，體驗靈修
過程。
靈修導師：歐陽素華
A 班：3/7，10/7，17/7 (六) 上午 10:00- 下午 12:30
B 班：11/9，18/9，25/9 (六) 下午 2:00-4:30
費用：$300 附送三次製作物料
安在此刻．心靈同行：明陣步行晚禱靈修
藉步行明陣，讓心神安住於當下此刻，促進身心和諧平靜，體會與心靈相遇，經歷靈
性的合一。
分享牧者：葉子良牧師 靈修導師：歐陽素華
主題一：夜．與光同行 25/6 (五)
晚上 7:30-9:30
主題二：步．在寧謐處 27/8 (五)
晚上 7:30-9:30
費用：$100 附送花茶及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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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如止水．靜觀行：靜觀靈修 Mindfulness
踏上「恩典路」，一同認識及體驗靜觀呼吸、靜觀步行及靜觀慢喝。在靜觀中感受心
如止水的清靜安穩，感受生命的滋潤，為眾生萬物送上祝福，數算生命的恩典。
分享牧者：呂利武牧師 靈修導師：歐陽素華
早晨：19/6 (六) 上午 9:30- 中午 12:00
傍晚：23/7 (五) 晚上 7:30- 9:30
費用：$100 附送花茶及杯子
定心修讀．默觀生命：靈修作品讀書班
「不知之雲」是基督信仰中流傳上百年的靈修經典 “The Cloud of Unknowing”的中文
翻譯本。於十三及十四世紀之間，由一位不具名的英國人因蒙召度默觀生活而寫。旨
在為靈修道上已有所準備的人而鋪陳前進的階梯。這不是一本單靠腦袋來理解和思考
的靈修作品，卻需定心閱讀。在讀書班中，既會閱讀內容，亦有默觀操練，一同定心
修讀，使能心領神會，以愛默觀生命，與上主建立親密關係。
分享牧者：鄧翊匡牧師、李耀強牧師 靈修導師：歐陽素華
共 13 次網上讀書班：(四) 晚上 8:00-9:45
24/6，8/7，15/7，22/7，29/7，5/8，12/8，19/8，26/8，2/9，9/9，16/9，23/9
費用：$300 附送中文書本及一套靈修卡
導師簡介：歐陽素華，心靈關懷指導師，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社會科學（行為健康）
碩士，社會工作學士，資深註冊社工，專長以多元化靈修方式整合身心靈
和諧，促進靈性與身心情緒健康。
現為美國 Veriditas 認證「明陣」促導員，國際認證生命自覺及兒童自覺導
師、國際認證全身自覺治療師，薩提亞模式家庭重塑初階培訓導師，修畢
牛津正念中心及香港正念中心合辦的 教授「靜觀認知治療」基礎課程
（ MBCT ） 及 美 國 麻 省 大 學 醫 學 院 靜 觀 中 心 創 辦 的 「 靜 觀 減 壓 課 程 」
（MBSR），具多年帶領靜觀工作坊經驗。
報名方法：
進入此網址 https://forms.gle/dTcRP1RBbXCyB9iG8 或
掃描右方 QR Code

瀏覽工作坊詳情：
進入此網址：http://dek.hkskh.org/stjohnbaptist/article.aspx?id=3454&lang=2 或
掃描右方 QR Code

查詢：請致電或 WhatsApp 9443 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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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消息
* 主教院通告（編號：HB/202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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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群禁止群組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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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1 日（聖周四）起恢復公開崇拜。各
聖堂恢復公開崇拜時，必須注意下列事項：
1. 保持聖堂空氣流通，座位物件定時清潔消毒。
2. 在聖堂內參與崇拜之教友人數限制在不多於通常可容納的人數之 30%。
1. 進入聖堂的教友必須先掃瞄「安心出行」場地二維碼或填寫牧區提
供的表格上以記錄其姓名、聯絡電話號碼、到訪聖堂的日期及時間
。聖堂收集的資料只保留三十一天，並只供政府有關部門在有需要
時追蹤接觸者及作流行病毒調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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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堂內不設企位，教友之間保持最少一米的距離
（同住之教友可豁免），或設置屏障分隔教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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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期間不傳遞獻金袋，教友可於進入或離開聖堂時將獻金自行放
入奉獻箱。
8. 聖餐禮中教友只領聖體，而不領聖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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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聖堂容納人數限於 30%，如有需要，牧區可增設額外崇拜，及
/ 或使用副堂或其他較活動室安排直播聖堂內崇拜，並於施聖餐
時由聖品前往該場地派送聖體。聖堂同時亦可在網上直播崇拜，供
未能前往聖堂的教友參禮及神領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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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教院通告（編號：HB/2021/03）香港恢復公開崇拜以外的宗教團體聚
會活動
因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組聚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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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1 日（聖周四）起恢復公開崇拜以外的宗教
團體聚會活動（如主日學、團契、慕道班等）。各聖堂恢復團體聚會
活動時，必須注意下列事項：
1. 團體聚會活動不得供應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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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入聖堂的教友必須先掃瞄「安心出行」場地⼆維碼或填寫牧區提供
的表格以記錄將其姓名、聯絡電話號碼、到訪聖堂的日期及時間。
聖堂收集的資料只保留三十一天，並只供政府有關部門在有需要時
追蹤接觸者及作流行病毒調查。
3. 教友進入聖堂，必須戴上口罩，量度體溫，用消毒液搓。在可行情況
下，確保教友與他人保持最少一米的距離（同住之教友可豁免）， 或設
置屏障分隔教友。
4. 涉及較高感染風險參加者（如小童及長者）的團體聚會活動宜暫緩舉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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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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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2021 發出的指引 (恢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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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午堂崇拜 11:00am(設網上直播)。
2.
各部及團契活動
2.1 主日查經班 9:30am (設網上直播)。
2.2 有關主日學、團契及其他活動的恢復安排，請留意本堂各部
稍後發出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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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日查經班 Youtube 平台播放可按以下連結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n7o7KQlqpLoqtlck4oeZUA

* 2021 年度獻花、獻刊、酒餅捐表將貼壁報版及放於靈風堂網頁主頁
「本堂消息」內，方便教友填寫及交回，藉生辰、結婚周年、先人紀
念或其他值得紀念的日子裏，向上主感恩，踴躍捐獻。
* 感謝台山商會中學在主日崇拜時段借出學校停車場給本堂教友使用。
因泊車位有限，請教友每次泊車前，先到靈風堂向保安員登記取泊車
證，然後往台山商會中學泊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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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風堂泰澤祈禱會
日期：7 月 11 日(主日)
時間：下午 2:00-3:00
地點：一樓聖堂
對象：全堂教友
內容：詩歌、塗油祈禱
在這兩年間，經歷了社會運動及疫情帶來的影響，面對著我們不能掌握的
人和事，或許我們的身心靈都承受了不同程度的傷害，疲憊不堪。就讓詩
歌使我們安靜下來，在禱告中與上主相遇。
誠邀弟兄姊妹一同禱告，彼此激勵，讓我們一起經歷上主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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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部傳書
主日學部
各位爸爸媽媽、教父母、各位教友，雙親節快樂！
基於限聚政策下，主日學至今仍未能全面恢復實體面授上課，今年無法在
崇拜中獻唱，故此與小朋友及教友共同製作了一段短片，盼望藉 詩歌及主
日學小朋友的歌聲表達當中對各位的愛及感謝之心。
片段中有不同熟悉而又陌生的臉孔，有新手父母與他們的初生寶寶，有哭
笑不得的家長與活潑好動的小孩，也有已經長大成人的兒女與爸媽的甜蜜
溫馨照片，甚至有三代、四代同堂的家庭照。相片當中也有沒血緣關係、
卻親密如亦師亦友的教父母與他們的教子女。
熟悉，是因為我們早早在主的愛中建立了緊密的關係；陌生，是在疫症下
，我們或許久久沒看見口罩下的大家，甚或只能在網上社交平台中「碰見
」彼此。
盼望藉今天雙親節，讓我們把握機會，不僅去報答陪伴在我們身邊的家人
，更主動關心、答謝曾在我們生命中扶持及支持我們，擔當如父母般角色
的長輩、親友及教友。
「親愛的，既然上帝這樣愛我們，我們也要彼此相愛。 從來沒有人見過上
帝，我們若彼此相愛，上帝就住在我們裏面，他的愛在我們裏面得以完滿
了。」（約翰一書 4:11-12 ）

職青部

Chill Club

歡迎本堂職青(靈羊、靈牧、靈肶、安得烈、靈梓團契及其他在職青年)參與。
日期：7月4日(主日)
時間：下午2:00
地點：二樓活動室
希望能讓職青們在忙碌的工作及侍奉生活中，在一個舒適的環境、輕鬆的
氣氛下分享、休息及整理身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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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關團契
社關團契聚會時間已改為每月第四個星期五晚上，內容主要為查經、代禱、
讀書會及策劃社區關懷活動等。下次聚會時間為 6 月 25 日，時間為晚上 8:00，
形式為 Zoom。如有興趣參與社關團契，可聯絡宣教及社關部康民或家誼。
是次團契聚會除了一般活動外，也會簡介《上帝的文化》這讀本。《上帝
的文化》的副題是「在仇恨文化中播種復和的種子，是聖公會 2021 年復活
期的靈修讀本。社關團契會在七月開始讀書會，大家一起閱這本著作，讀
書會以 zoom 形式在平日晚上舉行，詳情容後公佈。如有興趣得知讀書會消
息，請聯絡康民。

宣教及社關部
活動取向問卷調查
提到「宣教」、「福傳」、「差傳」、「社關」這些字眼，大
家了解多少呢？把主耶穌基督的福音和愛的信息傳揚，而地域
及文化上，不限於本地，還包括海外及其他族群。未來的日
子，我們想透過差傳教育，讓弟兄姊妹裝備，多了解之餘，也
以行動實踐信仰。因此，我們製作是次問卷，希望了解大家對
宣教的想法，從而進行適切的計劃。完成問卷後，請交到聖堂
外接待處的收集處。你也可以掃瞄左方的二維碼或瀏覽
https://forms.gle/Ec7uGn1gGQU87RdV7，以 Google Form 遞交問
卷。謝謝參與，願主保守大家！

培育部

勤讀聖經 2021

為了培養弟兄姊妹每日閱讀聖經的好習慣，藉此讓大家透過聖經的真理而
領受主的教導；並且在軟弱困難中，仍能憑信心倚靠主，作個敬虔的基督
徒，見證主恩，好好過每一日的生活。
本部將於2021年1月4日開始讀經的靈修操練，形式上會以每週六天在群組
內發放讀經的聲音檔案，另加上金句及默想。預計一年會完成讀畢新約及
舊約聖經一次。
誠意邀請各位弟兄姊妹擔任讀經員的事奉崗位，協助錄製經文。如有任何
查詢及報名，歡迎與同工鍾黃美珍姊妹聯絡。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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伉儷部

香港聖公會靈風堂 伉儷部主日家長團契
第二季「好爸媽秘笈」暨「啟發課程」

合辦
： 聖公會靈風堂、香港性文化學會
舉辦地點： Zoom - online meeting
課程對象： 父母
課程流程： 講解/分享/討論
團契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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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上的。與此同時，我們深信上主的真理和無條件的愛，仍然
是現今為人父母者的指引和依靠。
內容包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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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認識基督教信仰及價值觀，令家庭因信靠主耶穌蒙福。
我們誠邀每位為人父母的朋友，一同參與，如有任何查詢，可與廖文廣弟
兄聯絡。
日期
題目
重點
20/6 (Sun) 啟發課程 –
「禱告」是基督徒生活裏很重要的部
9:00-10:15 祈禱...咩嚟㗎？ 分，因為禱告就是與神溝通，讓我們與
神建立更深的關係。
27/6 (Sun) 如何肯定子女性 子女心性發展及父母角色。
9:00-10:15 別自信？
4/7 (Sun)
啟發課程 - 聖經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
9:00-10:15 點樣睇？
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
事。
11/7 (Sun) 啟發課程 - 神點 神承諾每一個信靠祂的人，祂一定會指
9:00-10:15 樣指引我們？
引他們。
18/7 (Sun) 家長佈道會
暫定，詳情稍後公佈。
24/7 (Sat)
1/8 (Sun)
9:00-10:15
8/8 (Sun)
9:00-10:15
15/8 (Sun)
9:00-10:15
22/8 (Sun)
9:00-10:15

啟發課程 –
啟發週末
啟發課程 –
點樣抵擋邪惡？
啟發課程 - 神今
日仲會醫治人？
啟發課程 - 咩係
教會同傳福音？
啟發課程 - 點樣
活得更精彩？

認識聖靈。
神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
就他愛字的國裡。
你相信神今日會醫治人嗎？
什麼是教會？什麼是傳福音？
「耶穌說: 我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
更豐盛。」（約翰福音 10 章 1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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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帖團契
日期︰6 月 29 日(二) 以 Zoom 形式
內容︰詩歌、信息分享、代禱

時間︰下午 8:30-10:00
負責人︰譚穎妍(Carol)、周陳靜儀

婦女部
靈愛團契
日期：2021 年 6 月 21 日
時間：下午 2：30 - 4：00
主題: 『父親的愛』
地點：二樓家庭室
**歡迎姊妹弟兄踴躍參加。
如有查詢，請聯絡婦女部朱劉麗琼姊妹或同工鍾黃美珍姊妹。

21

靈修資源
聖靈降臨期第四主日
經文：使徒行傳 27 章 1 至 12 節
拜現代科技進步所賜，我們現在出門的時候，很容易便能透過
手機的應用程式，得知公共交通工具的準確時間，駕駛人士亦能透
過地圖，準確計劃自己前行的路線，若然沒有塞車，就能夠按照預
計的時間到達目的地。不過，就是因為這樣，我們對於延遲卻是很
容易感到不耐煩。記得有一次乘車的時候，見到有人因為巴士「脫
班」，應用程式所顯示應該出現的班次沒有巴士出現，所以便打電
話到巴士公司去投訴。但是等待，卻其實是我們生命中的實況，是
更常經驗到的：小朋友成長成為大人，需要時間學習鍛練成長；信
徒學習聖經接受培育需要時間；與上帝和朋友建立關係，亦需要不
少時間栽培。這些等待，不會像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統一的時間表，
多少分鐘便能建立。相反，這是一個潛移默化，耐心感受，默默成
長的過程，也是上帝塑造我們生命的過程。
今天靈修經文記載了保羅前往意大利羅馬，去為控罪上訴的歷
程。保羅乘坐的船隻遇到逆風，只能背風航行，經文沒有描述他在
延遲的旅程中心情如何。後來保羅得到寬待，在西頓時被准以與朋
友相聚，接受朋友的照應，可以看見上帝的恩典常常伴隨左右。但
保羅亦有不被信任的時候：後來船隊計劃再次航行，保羅卻因天氣
不穩而警告船隊再出發會有機會遇上危險，可是今次船隊卻不信任
他，堅決出航。
我們的人生亦如保羅這次的旅程一樣，我們或許能有很多計劃，
當我們按著進度逐步完成計劃，我們或許會較容易看到上帝的恩典，
但當天氣不似預期，計劃不能如期執行，甚至要修改或取消的時候，
我們是否只管埋怨，而看不到上帝的恩典呢？其實，當遇到困難時，
我們有各樣的情緒是可以理解的，是人之常情。這時，我們需要休
息和停留，像保羅呼籲船隊留在原地，為的是調整生息，避開危險。
但休息過後，我們不要忘記尋求上帝給予我們足夠的信心，相信上
帝會保護我們，並會厚賜各樣恩典，使我們雖然偶爾覺得失望，卻
對上帝永存盼望。這樣我們便能再次奮起，回應上帝給予我們的召
命。
周冠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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