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聖公會靈風堂

週刊

主題：勤奮讀經 熱誠宣教
午堂早禱崇拜
聖靈降臨期第七主日

時間 : 上午十一時正
2021 年 7 月 11 日第 1731 期

教省主教長：陳謳明大主教
東九龍教區主教：郭志丕主教
主任牧師：葉子良牧師
義務聖品：陳衍昌法政牧師
傳道幹事：鄭凱韻小姐
傳道幹事：周冠宗先生
助理事工幹事：鍾黃美珍女士
幹
事：周陳靜儀女士
會
計：鄧翠琪小姐
堂 務 員 ：莫金水先生
辦事處：沙田圓洲角路 13 號
辦事處電話：2699 9655
圖文傳真機：2602 7463
電子郵箱：info@skhhsc.org.hk
本堂網頁：http://hsc.hkskh.org/
本堂 Facebook：香港聖公會靈風堂
本堂 Instagram：skhhsc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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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一日
（聖靈降臨期第七主日）
早堂聖餐崇拜
主禮：葉子良牧師
講道：葉子良牧師
讀經：鄭碧霞
以弗所書1:3-14
葉子良牧師
馬可福音6:14-29
詩篇：85:8-13

日期：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八日
（聖靈降臨期第八主日）
早堂聖餐崇拜
主禮：葉子良牧師
講道：葉子良牧師
讀經：江彩珠
以弗所書 2:11-22
葉子良牧師
馬可福音 6:30-34, 53-56
詩篇：23

午堂早禱崇拜
主禮：葉子良牧師
講道：葉子良牧師
司禱：廖文廣
聖詩：恩98 普370 恩423
讀經：麥婉妮
阿摩司書7:7-15
陳炳宗
以弗所書1:3-14
何家偉
馬可福音6:14-29
詩篇：85:8-13
司琴：鄺慈暉
侍從：周雯慧
插花：賴雪艷
音響：陳裕均
接待/點獻金：廖繼熹、葉運琴

午堂聖餐崇拜
主禮：葉子良牧師
襄禮：曾永昌牧師
講道：曾永昌牧師
司禱：梁慧妍
聖詩：普5 普372 普274 恩238
讀經：孫廣文
耶利米書 23:1-6
梁可兒
以弗所書 2:11-22
葉子良牧師
馬可福音 6:30-34, 53-56
詩篇：23
司琴：苗志盈
侍從：廖朗廷、姜美欣、趙運開
朱卓琳、馬一信
插花：林秋桂
音響：藍利明
接待/點獻金：楊偉傑、黎家誼

預備禮儀
宣召經句
耶穌基督已經把死廢去，藉着福音，將不朽的生命彰顯出來。 (提後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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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禮聖詩
恩頌聖歌 第 98 首 頌揚耶穌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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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在聖殿中
全體坐下

全體

主在聖殿中，主在聖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應當肅靜，
肅靜、肅靜、應當肅靜。阿們。

認罪及赦罪
司禱

現在讓我們承認對上帝和對友鄰的過錯。
靜默片刻。

全體

最慈悲的上帝，我們承認在思想、言語和行為上，常常得罪了祢，
應做的不做，不應做的反去做。我們沒有盡心愛祢，也沒有愛人
如己。現在我們痛心懊悔，求祢憐憫我們，為了聖子耶穌基督，
饒恕我們，使我們樂意遵行祢的旨意，歸榮耀給祢的聖名。阿們。

牧師

全能的上帝憐憫你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饒恕你們所犯的
罪，增加你們行善的力量，並藉聖靈的大能，保守你們進入永生。
阿們。

會眾

邀請
全體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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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頌
全體站立

皆來頌 詩篇 95:1-7, 9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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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85:8-13
領誦
會眾
領誦
會眾
領誦
會眾

我要聽上帝－耶和華所說的話；因為他必應許將平安賜給他的百
姓－他的聖民；他們卻不可再轉去妄行。
他的救恩誠然與敬畏他的人相近，叫榮耀住在我們的地上。
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
誠實從地而生；公義從天而現。
耶和華必將好處賜給我們；我們的地也要多出土產。
公義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腳蹤成為可走的路。

第一次經課記載在 阿摩司書 7:7-15
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牆是按準繩建築的，主手拿準繩站在其上。耶
和華對我說：「阿摩司啊，你看見甚麼？」我說：「看見準繩。」主說：
「我要吊起準繩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寬恕他們。以撒的邱壇必然淒
涼；以色列的聖所必然荒廢。我必興起，用刀攻擊耶羅波安的家。」伯特
利的祭司亞瑪謝打發人到以色列王耶羅波安那裏，說：「阿摩司在以色列
家中圖謀背叛你；他所說的一切話，這國擔當不起；因為阿摩司如此說：
『耶羅波安必被刀殺；以色列民定被擄去離開本地。』」亞瑪謝又對阿摩
司說：「你這先見哪，要逃往猶大地去，在那裏糊口，在那裏說預言，卻
不要在伯特利再說預言；因為這裏有王的聖所，有王的宮殿。」阿摩司對
亞瑪謝說：「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門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
樹的。耶和華選召我，使我不跟從羊群，對我說：『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說
預言。』
宣讀經課後，

讀經員
會眾

這是上主的道。
感謝上主。

靜默片刻。

第二次經課記載在 以弗所書 1:3-14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
靈的福氣：就如上帝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
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的意旨所喜悅的，預
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
他在愛子裏所賜給我們的。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這恩典是上帝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
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要照所安排
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
一。我們也在他裏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做萬事的，照著他
旨意所預定的，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
讚。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
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
上帝之民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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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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頌
全體站立

讚美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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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福音經課
讀經員 經課記載在 馬可福音 6:14-29
耶穌的名聲傳揚出來。希律王聽見了，就說：「施洗的約翰從死裏復活了，
所以這些異能由他裏面發出來。」但別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
「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聽見卻說：「是我所斬的約翰，他
復活了。」先是希律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的緣故，差人去拿住約翰，
鎖在監裏，因為希律已經娶了那婦人。約翰曾對希律說：「你娶你兄弟的
妻子是不合理的。」於是希羅底懷恨他，想要殺他，只是不能；因為希律
知道約翰是義人，是聖人，所以敬畏他，保護他，聽他講論，就多照著行，
並且樂意聽他。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擺設筵席，請了大臣和
千夫長，並加利利作首領的。希羅底的女兒進來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
都歡喜。王就對女子說：「你隨意向我求甚麼，我必給你。」又對她起誓
說：「隨你向我求甚麼，就是我國的一半，我也必給你。」她就出去對她
母親說：「我可以求甚麼呢？」她母親說：「施洗約翰的頭。」她就急忙
進去見王，求他說：「我願王立時把施洗約翰的頭放在盤子裏給我。」王
就甚憂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辭，隨即差一個護
衛兵，吩咐拿約翰的頭來。護衛兵就去，在監裏斬了約翰，把頭放在盤子
裏，拿來給女子，女子就給她母親。約翰的門徒聽見了，就來把他的屍首
領去，葬在墳墓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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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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呼頌

詩篇 100

全體站立

講道

9

聖詩
普天頌讚 第 370 首 聖潔統緒歌

使徒信經
全體站立。

全體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是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是上帝的獨子，
因聖靈的能力成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祂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降至陰間；
第三天復活；升天，坐在聖父的右邊。
祂將要再來，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
我信聖而公的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祈禱

10

主禱文
全體坐下

11

啟應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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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祝文
司禱

主啊，求祢施憐憫，應允祢子民的祈求，使我們知道何為當行之事，
並得恩 典力量，忠實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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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世無窮。阿們。

求平安禱文
司禱

至聖的上帝，一切潔淨的心願，正直的意念，公正的行為，都是從
祢而來：求祢將世上不能給的平安，賞賜我們，使我們能專心奉行
祢的旨意，並且因倚靠祢，不怕仇敵，可以安居樂業，這都是靠着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阿們。

求恩佑禱文
司禱

全能永生的天父，祢已經帶領我們平安到這新的一天；求祢保佑我
們今天不犯罪，也不被困難所壓倒；引導我們，使我們所做的一切
能完成祢的旨意。這都是靠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阿們。

總謝文
全體

全能的上帝，賜萬恩的父，為了祢對我們和對萬人的良善慈愛，我
們誠心感謝祢。我們讚美祢，因為祢創造我們，保護我們，並將今
世各樣的福賜給我們。我們特別讚美祢無比的愛，藉着耶穌拯救世
人，並賜給我們受恩的方法，和榮耀的盼望。求祢使我們認識祢的
恩惠，能真誠讚美祢，不但在口頭上，也在生活上，奉獻自己為祢
服務，一生行聖潔正義的事。這都是靠我們的救主耶穌，但願尊貴、
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永世無盡。阿們。

求允禱文
司禱

會眾

全能的上帝，祢賜恩使我們在這時同心禱告。祢曾藉着祢的愛子耶
穌基督應許說，若有兩三個人奉祂的名集合禱告，祢必在他們中
間。現在我們心所願、口所求的，若是對我們有益，求祢成全，使
我們明白祢的真道，得享永生。
阿們。

聖保羅祝文
全體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聖靈的團契，常與我們眾人同
在。 阿們。 (哥林多後書 13:14)

聖保羅祝文後可互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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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祝福
牧師
會眾

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你們，保護你們，直到
永遠。
阿們。

結禮聖詩
恩頌聖歌 第 423 首 求主教我走祢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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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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小娜 、麥 比比 ( 莫小娜兒 子 )、 黃婉婷 、 楊麗容
朱劉麗琼、劉衛雁卿、鄭順寧、林湘雲及與本堂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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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重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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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員傳道會
為香港海員傳道會代禱，為苗時敏法政牧師、李錦基牧師和參與海員事
工的同工代禱；
2024 年順利完成代禱；
員代禱；
工作後能平安回家與家人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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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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1 年 7 月 21 日 （三）
時間： 晚上 7:00 – 9:00
課題：基督教信仰對社會倡導的角色
形式：ZOOM
旁聽費用：HK$150
截止報名：2021 年 7 月 11 日（本主日）
查詢及報名：（香港）：academicadmin@minghua.org.hk / WhatsApp: (852) 9640 2283
（澳門）︰laisylvia018@gmail.com / (853) 2871 8045

(二)

2021/22 年度學位課程第一學期招生（2021 年 9 月 6 日至 12 月 17 日）
a) 與澳洲查理斯特大學（Charles Sturt University）合辦
神學學士課程
科目
THL100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Languages#
THL106 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 Studies#
THL113 Being the Church#
THL115 Liturgical Theology
THL120 Practical Theology#
# 英語教授

學費：HK$5,875 神學碩士課程
學費：HK$14,500
講師
科目
講師
Revd Dr Jim West THL514 Theological
鍾嘉文教授
Hermeneutics#
THL517 Advanced Biblical 林金明博士
林金明博士
Exegesis#
鍾柏軒博士
THL540 Public Theology# 魏克利教授
林振偉牧師
余天錫主教

***早鳥優惠（至 2021 年 7 月 30 日）***
 神學學士新生：報讀一科 95 折、報讀兩科 9 折、報讀三科 85 折、報讀四科 8 折
 神學碩士新生：9 折
 現有神學學士或碩士學生：95 折
以上課程乃根據「⾮本地⾼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第 493 章)」註冊辦理，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
否承認本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註冊編號：212741（神學碩士）；212740（神學學士）

b) 聖經原文課程
MHL102 Biblical Hebrew (Level 1)
講師：林金明博士
時間：逢星期四晚上七時
地點：香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 (中環己連拿利)
費用：HK$5,875 ***早鳥優惠*** 凡於 2021 年 7 月 30 日前報讀，可獲 95 折優惠。
截止報名：2021 年 8 月 30 日
查詢及報名：admission@minghua.org.hk 或 WhatsApp: +852 9530 7241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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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第二個星期日及一；5 月第三個星期日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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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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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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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教育中心
香港書展 2021
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的香港書展 2021 將於 7 月 14 至 20 日在灣仔會議展
覽中心舉行。宗教教育中心於三樓設有兩處攤位，分別在「兒童天地」及
「基督教坊」。
書展期間可享特別優惠，最高折扣更可達七折。
「兒童天地」(攤位編號：3BB02)
本年度我們以「快樂，是簡單的」為主題，希望孩子透過我們挑選的書籍
明白到快樂可以很簡單，誠意邀請大家帶同孩子一起同來參與。
「基督教坊」(攤位編號：3GD10)
本年度我們以「恩典，是美麗的」為主題，並挑選了最新出版的屬靈書
籍，希望讀者可以在艱難中仍然感受到從上而來的恩典。另外，我們特別
邀請了作者於攤位內舉行簽名會，日期及時間如下：
日期
時間
牧者/作者
作品
17:00 – 18:00
7 月 16 日 (五)
黃笑雯博士
心繪誦‧默然等待
11:00 – 13:00
7 月 17 日 (六)
梁秀珊牧師
與祢相遇
17:00 – 18:00
7 月 18 日 (日)
林振偉牧師
聖餐禮
17:00 – 18:00
7 月 19 日 (一)
黃笑雯博士
心繪誦‧默然等待
18:00 – 19:00
7 月 19 日 (一)
林振偉牧師
聖餐禮
誠邀教友及同工一起參與活動，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76 6333 與宗教教
育中心同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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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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樂工作小組 - 初階視唱課程
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聖樂工作小組定於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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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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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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弟兄姊妹們的支持，大部份活動已額滿，以下活動還有少量名額可供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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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班：7/8，14/8 (六) 2:00pm-4:00pm
C 班：11/9，18/9 (六) 10:00am-12:00pm
費用：$200 附送抄經筆及一套經文字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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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進入此網址 https://forms.gle/dTcRP1RBbXCyB9iG8 或
2. 掃描右方 QR Code
瀏覽工作坊詳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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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
香港政府宣布進一步放寬適用於宗教聚會的限制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已宣布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組聚集）
規例》，以進一步放寬適用於宗教聚會及婚禮的防疫規定。有關措施
由 6 月 24 日起生效。
根據最新的規定，宗教聚集的參與人數上限為處所通常容納量的 50%；
假若三分之二的參與者已接種第一劑新冠肺炎疫苗，則宗教聚集的參
與人數上限為處所通常容納量的 100%。以上有關宗教聚集的人數限制
亦適用於沒有供應食物或飲品的婚禮（屬宗教禮儀一部分的食物或飲
品除外）。
主教院認為檢查所有參與崇拜者的疫苗接種紀錄相當困難，加上不希
望有人因尚未接種疫苗而被拒參與崇拜，因此建議各堂把崇拜參與人
數上限維持在其通常容納量的 50%。
不論崇拜的參與人數，各堂應緊記繼續執行現有之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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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月至九月聖工輪值表已張貼在報告版上，也可於本堂網頁內查閱。
敬請教友準時回堂輪值，如因事未能出席， 請預早通知本堂幹事周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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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風堂、聖提多堂
泰澤祈禱會
日期：7 月 11 日(本主日)
時間：下午 2:00-3:00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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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及社關部
社關團契《上帝的文化》讀書會
社關團契本年度會在定期聚會外舉行讀書會，選讀《上帝的文化》（即聖
公會 2021 年復活期的靈修讀本），首次聚會日期為 7 月 16 日（五），之後
逢每月第二個星期五舉行。
日期：7 月 16 日（五）晚上 8:00-10:00
形式：Zoom（連結將透過報名時提交的電話號碼提供）
如想參與讀書會，請用以下連結報名。如有查詢，可聯絡社關
團契負責人康民或宣教及社關部部長家誼 Phyllis。
https://forms.gle/oDwt8HuNuVDRVok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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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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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部
第九十三屆港九培靈研經會
主題：憑信奔天路
日期 : 2021 年 8 月 1 日至 10 日 (8 月 1 日及 8 日上午除外)
時間 : 上午 9 : 00 - 10:45 早堂：研經會 ～承受那地為業 —約書亞記
講員: 梁國權先生 (建道神學院講師)
上午 11 : 00 - 12:30 午堂：講道會 ～真信心 —雅各書
講員: 麥凱歷牧師 (九龍聖安德烈堂主任牧師)
晚上 7 : 00 – 9:10 晚堂：奮興會 ～你可以靠近我一點了
講員: 吳獻章牧師 (中華福音神學院舊約教授)
地點 : 網上直播 (不設現場聚會)
蒙主恩領今年二零二一年八月一日至八月十日之培靈會，仍然靠主恩典如
期舉行。為配合防疫措施，今年的聚會將全部改於網上進行，請登入本會
網頁 www.hkbibleconference.org 或 QR code 查閱有關聚會詳情，敬請留意，
警醒禱告，恭候主聖言。
歡迎各位弟兄姊妹和親友積極參加本年度的培靈研經會，多多聆聽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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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n7o7KQlqpLoqtlck4oeZ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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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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Sun) 啟發課程 - 神點 神承諾每一個信靠祂的人，祂一定會指引他
9:30-10:45 樣指引我們？
們。
18/7 (Sun) 手機文化對兒童 講員︰鄭安然弟兄 / 回應︰葉子良牧師
9:30-10:45 及青少年的挑戰 地點 ︰一樓副堂(實體)
對象︰父母、教父母、照顧兒童的成年人。
24/7 (Sat) 啟發課程 –
認識聖靈。
9:30-10:45 啟發週末
1/8 (Sun)
啟發課程 –
神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就他
9:30-10:45 點樣抵擋邪惡？ 愛字的國裡。
8/8 (Sun)
啟發課程 - 神今 你相信神今日會醫治人嗎？
9:30-10:45 日仲會醫治人？
15/8 (Sun) 啟發課程 - 咩係 什麼是教會？什麼是傳福音？
9:30-10:45 教會同傳福音？
22/8 (Sun) 啟發課程 - 點樣 「耶穌說: 我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
9:30-10:45 活得更精彩？
豐盛。」（約翰福音 10 章 1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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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期第七主日
經文：使徒行傳 28 章 17 至 31 節
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的靈修分享經文到了《使徒行傳》的尾
聲。在今日的經文中，保羅仍然是處於等候審訊的狀態，按照教會
傳統的記述，保羅於兩年之後將會獲釋，不過他最終會被再次控告，
流血殉道，為福音奉獻生命。
經文告訴我們保羅在等候判刑期間維持著被囚禁的狀態，獄方
卻是容許很多人來探望他，這些人是羅馬當地的猶太人，他們聽了
保羅的經歷，想了解保羅更多，便約定一個日子見面。保羅便藉此
向他們傳道，他們有的相信，有的不相信，最後彼此不合，便分散
了。在分散之前，保羅引用先知以賽亞的說話，指出以色列人雖然
是上帝所揀選的民族，卻是拒絕上帝的福音，因為他們不願相信，
導致他們不能相信。最後《使徒行傳》以保羅放膽向來探訪他的人
宣講上帝的國和教導主耶穌的事來結束。
保羅雖然被囚，但是卻在獄中努力地向每一個探訪他的人見證
基督，分享信仰，殷勤服侍。同樣地，在靈風堂這牧區中，我們有
充足的機會見證上帝給予我們的恩典，我們與多間中小學、幼稚園、
社區服務中心和服務長者的單位，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關係。隨著新
屋苑的建成，我們亦有沙田區越發增多的坊眾作福音對象，更重要
的是我們有多年接受牧養栽培、培育訓練和信仰實踐的同工、信徒
領袖和主內兄姊們，相信我們只要願意回應上帝對我們的呼召，我
們的牧區便不再一樣，我們也會更新成長。再者，在疫情、經濟衰
退和移民潮的影響下，不少人都被困在各樣的艱難和情緒之中，對
將來感到徬徨，惟有福音是人的盼望，真正平安的來源，誰願意作
傳道的人，把福音和平安帶到憂傷的人當中呢？我們必須有所行動，
作出回應，不過我們不是立即行動，而是在行動之先，聚集一同禱
告，一同在祈禱中尋求安慰，一同在祈禱中尋求主的心意，一同在
祈禱中尋求異象與方向、恩典與能力。這樣，我們便能學習使徒保
羅的榜樣，一起同心放膽宣講上帝國的福音，在地上建立天國！
周冠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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