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  德  會  聖  三  一  堂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三三三三月月月月八八八八日日日日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上午十上午十上午十上午十時時時時三十分三十分三十分三十分 
 

主日崇拜  
講題講題講題講題︰︰︰︰覺悟人生覺悟人生覺悟人生覺悟人生     

主主主主    日日日日 

三月八三月八三月八三月八日日日日 

預苦期第二主日預苦期第二主日預苦期第二主日預苦期第二主日(紫紫紫紫) 

三月十五三月十五三月十五三月十五日日日日 

預苦期第三主日預苦期第三主日預苦期第三主日預苦期第三主日(紫紫紫紫) 

講講講講    員員員員 陳國權牧師陳國權牧師陳國權牧師陳國權牧師    張偉業傳道張偉業傳道張偉業傳道張偉業傳道    

領領領領    會會會會 張偉業傳道張偉業傳道張偉業傳道張偉業傳道 梁啟志傳道梁啟志傳道梁啟志傳道梁啟志傳道 

領領領領    詩詩詩詩 
敬敬敬敬        拜拜拜拜        隊隊隊隊    

李潔玉姊妹李潔玉姊妹李潔玉姊妹李潔玉姊妹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宋曉雯姊妹宋曉雯姊妹宋曉雯姊妹宋曉雯姊妹    

讀讀讀讀    經經經經 黃慧慈弟黃慧慈弟黃慧慈弟黃慧慈弟兄兄兄兄    李鳳琴姊妹李鳳琴姊妹李鳳琴姊妹李鳳琴姊妹    

奉奉奉奉    獻獻獻獻 /    /    

招招招招    待待待待 /    /    

音響音響音響音響/攝錄攝錄攝錄攝錄 賀延愷弟賀延愷弟賀延愷弟賀延愷弟兄兄兄兄    賀延愷弟賀延愷弟賀延愷弟賀延愷弟兄兄兄兄    

投投投投    影影影影 賴曉榕姊妹賴曉榕姊妹賴曉榕姊妹賴曉榕姊妹    黃慧慈弟黃慧慈弟黃慧慈弟黃慧慈弟兄兄兄兄    

迎迎迎迎    新新新新 /    /    
 

 兒童崇拜 少年崇拜 兒童崇拜 少年崇拜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三月八三月八三月八三月八日日日日 三三三三月月月月十五十五十五十五日日日日 

敬敬敬敬    拜拜拜拜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三月十四日週末崇拜 (下午二時三十分)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 領詩領詩領詩領詩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 奉獻奉獻奉獻奉獻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 事務事務事務事務 音響音響音響音響 / 投影投影投影投影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請注意請注意請注意請注意：：：： 1. 請各肢體潔淨心靈參與敬拜請各肢體潔淨心靈參與敬拜請各肢體潔淨心靈參與敬拜請各肢體潔淨心靈參與敬拜 

 3. 在殿中當存心敬畏在殿中當存心敬畏在殿中當存心敬畏在殿中當存心敬畏，，，，衣著端莊衣著端莊衣著端莊衣著端莊，，，，非必要請勿飲食非必要請勿飲食非必要請勿飲食非必要請勿飲食 地地地地  址址址址：：：： 九龍觀塘馬蹄徑九龍觀塘馬蹄徑九龍觀塘馬蹄徑九龍觀塘馬蹄徑 2號號號號 電電電電  郵郵郵郵：：：： info@htlc.org.hk 網網網網  址址址址：：：： www.htlc.org.hk 傳傳傳傳  真真真真：：：： 2343 3245 支票抬頭支票抬頭支票抬頭支票抬頭：：：： 路德會聖三一堂有限公司路德會聖三一堂有限公司路德會聖三一堂有限公司路德會聖三一堂有限公司 / 

           The Holy Trinity Lutheran Church Ltd. 

 

 2. 於聚會前十五分鐘到達禮堂於聚會前十五分鐘到達禮堂於聚會前十五分鐘到達禮堂於聚會前十五分鐘到達禮堂 

 4. 請事奉人員於十時到達禮堂請事奉人員於十時到達禮堂請事奉人員於十時到達禮堂請事奉人員於十時到達禮堂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 2343 3897 (葉牧師葉牧師葉牧師葉牧師) 

 2951 4660 (李傳道李傳道李傳道李傳道) 

 2951 4222 (張傳道張傳道張傳道張傳道) 

 2951 4994 (盧傳道盧傳道盧傳道盧傳道) 

 2343 3901 (新鄰新鄰新鄰新鄰福音幹事福音幹事福音幹事福音幹事) 

 2343 3856 (堂會幹事堂會幹事堂會幹事堂會幹事)  

  戶口號碼戶口號碼戶口號碼戶口號碼：：：：中國銀行中國銀行中國銀行中國銀行 070-928-1-0048300 

 
 



 
 
 
 
 

崇  拜  程  序 
 

[預備心靈] 
 

 一一一一. 昭示昭示昭示昭示 
 

 二二二二. 認罪及宣赦認罪及宣赦認罪及宣赦認罪及宣赦 
 

[榮耀歸神] 
 

 三三三三. 讚美讚美讚美讚美 
   

會眾唱頌會眾唱頌會眾唱頌會眾唱頌 

僕人之歌僕人之歌僕人之歌僕人之歌    

連於連於連於連於祢祢祢祢    

我的親愛天父我的親愛天父我的親愛天父我的親愛天父    
 

 四四四四. 認信認信認信認信 

使徒使徒使徒使徒信經信經信經信經    
 

[聖道供糧] 
 

 五五五五.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約約約約三三三三 1111----17171717    
 

 六六六六. 宣講信息宣講信息宣講信息宣講信息 

覺悟人生覺悟人生覺悟人生覺悟人生    
 
 
 
 
 
 



 
 
 

[感恩回應] 
 

 七七七七. 回應詩歌回應詩歌回應詩歌回應詩歌 

【【【【我的親愛天父我的親愛天父我的親愛天父我的親愛天父】】】】 曲曲曲曲：：：：Robert & Lea Sutanto  譯譯譯譯詞：詞：詞：詞：Simon Chung 
 

上帝多麼愛惜我上帝多麼愛惜我上帝多麼愛惜我上帝多麼愛惜我  陪伴永不捨棄我陪伴永不捨棄我陪伴永不捨棄我陪伴永不捨棄我 

唯獨是我的親愛天父唯獨是我的親愛天父唯獨是我的親愛天父唯獨是我的親愛天父  常拖帶總把我顧惜常拖帶總把我顧惜常拖帶總把我顧惜常拖帶總把我顧惜 

我確知祂關心我我確知祂關心我我確知祂關心我我確知祂關心我 
 

在眾多苦困境況在眾多苦困境況在眾多苦困境況在眾多苦困境況  面對多少淒楚面對多少淒楚面對多少淒楚面對多少淒楚 

從沒有拋低將我捨下從沒有拋低將我捨下從沒有拋低將我捨下從沒有拋低將我捨下  常拖帶總得祢顧惜常拖帶總得祢顧惜常拖帶總得祢顧惜常拖帶總得祢顧惜 

我確知祢關心我我確知祢關心我我確知祢關心我我確知祢關心我 
 

是祢心牽動著我是祢心牽動著我是祢心牽動著我是祢心牽動著我  常緊靠祢懷內常緊靠祢懷內常緊靠祢懷內常緊靠祢懷內 

在我心天父上帝在我心天父上帝在我心天父上帝在我心天父上帝  對我極其重要對我極其重要對我極其重要對我極其重要    
 

 八八八八.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九九九九. 祝福祝福祝福祝福 
 

    十十十十. 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 
 

【家 事 分 享】 
 

1. 因因因因現時現時現時現時疫情嚴峻疫情嚴峻疫情嚴峻疫情嚴峻，，，，新一期成人主日學新一期成人主日學新一期成人主日學新一期成人主日學「「「「用青出於藍讀經法閱讀腓用青出於藍讀經法閱讀腓用青出於藍讀經法閱讀腓用青出於藍讀經法閱讀腓

立比書立比書立比書立比書」」」」將將將將延期延期延期延期開課開課開課開課，，，，日期稍後公佈日期稍後公佈日期稍後公佈日期稍後公佈。。。。 
 

2. 因因因因現時現時現時現時疫情疫情疫情疫情嚴峻嚴峻嚴峻嚴峻，，，，原定於原定於原定於原定於 3月月月月 15日日日日(日日日日)舉行的補習社舉行的補習社舉行的補習社舉行的補習社諮諮諮諮詢會將會詢會將會詢會將會詢會將會

取消取消取消取消，，，，改改改改為為為為於於於於 3月內的月內的月內的月內的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中中中中發放發放發放發放相關的相關的相關的相關的資訊資訊資訊資訊，，，，肢體肢體肢體肢體若有若有若有若有任任任任

何何何何查詢查詢查詢查詢，，，，請請請請與與與與張傳道張傳道張傳道張傳道聯絡聯絡聯絡聯絡！！！！ 
 

3. 因因因因現時現時現時現時疫情疫情疫情疫情嚴峻嚴峻嚴峻嚴峻，，，，原定原定原定原定於於於於 3月月月月 13日日日日(五五五五)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8時進行時進行時進行時進行的的的的守望宣教守望宣教守望宣教守望宣教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將會取消將會取消將會取消將會取消。。。。 
 
 
 



 

4. 新一期新一期新一期新一期「「「「珍貴福音珍貴福音珍貴福音珍貴福音」」」」佈道訓練佈道訓練佈道訓練佈道訓練將延期至將延期至將延期至將延期至 4月月月月 19日日日日(日日日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時時時時 45

分開課分開課分開課分開課，，，，共共共共 5堂理論課及堂理論課及堂理論課及堂理論課及 3次佈道實踐次佈道實踐次佈道實踐次佈道實踐。。。。鼓勵各肢體參加成為組鼓勵各肢體參加成為組鼓勵各肢體參加成為組鼓勵各肢體參加成為組

長或組員長或組員長或組員長或組員。。。。請有心參加的肢體聯請有心參加的肢體聯請有心參加的肢體聯請有心參加的肢體聯絡絡絡絡呂浩賢弟兄呂浩賢弟兄呂浩賢弟兄呂浩賢弟兄！！！！ 
 

5. 教會講座教會講座教會講座教會講座「「「「朋友乃時常朋友乃時常朋友乃時常朋友乃時常親愛親愛親愛親愛」」」」3月月月月 29日日日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時時時時 30分分分分至至至至 4時時時時在在在在

禮堂禮堂禮堂禮堂舉舉舉舉行行行行，，，，由由由由信義宗神學院蕭柱石博士信義宗神學院蕭柱石博士信義宗神學院蕭柱石博士信義宗神學院蕭柱石博士主講主講主講主講。。。。 
 

【代 禱 事 項】 
 

1. 請為身體有軟弱或心靈憂傷的肢體禱告請為身體有軟弱或心靈憂傷的肢體禱告請為身體有軟弱或心靈憂傷的肢體禱告請為身體有軟弱或心靈憂傷的肢體禱告，，，，求主憐憫及醫治求主憐憫及醫治求主憐憫及醫治求主憐憫及醫治！！！！ 
 

2. 以下是有關差傳的代禱以下是有關差傳的代禱以下是有關差傳的代禱以下是有關差傳的代禱：：：： 

a. 求神賜給求神賜給求神賜給求神賜給滇恩使團有滇恩使團有滇恩使團有滇恩使團有機會進入科技大學或者理工大學開展中機會進入科技大學或者理工大學開展中機會進入科技大學或者理工大學開展中機會進入科技大學或者理工大學開展中

國基督徒留學生的門訓事工國基督徒留學生的門訓事工國基督徒留學生的門訓事工國基督徒留學生的門訓事工。。。。 

b. 求神幫助求神幫助求神幫助求神幫助使團使團使團使團建立建立建立建立 4個滇恩禱告小組個滇恩禱告小組個滇恩禱告小組個滇恩禱告小組。。。。 

c. 求神促進求神促進求神促進求神促進 C 教會的發展教會的發展教會的發展教會的發展：：：：即使被政府打壓即使被政府打壓即使被政府打壓即使被政府打壓，，，，組長仍然能夠得組長仍然能夠得組長仍然能夠得組長仍然能夠得

到裝備到裝備到裝備到裝備；；；；信徒仍然能夠領人信主信徒仍然能夠領人信主信徒仍然能夠領人信主信徒仍然能夠領人信主。。。。 

d. 求神幫助求神幫助求神幫助求神幫助 C 教會恢復集體聚會教會恢復集體聚會教會恢復集體聚會教會恢復集體聚會。。。。 

e. 求神賜給求神賜給求神賜給求神賜給使團使團使團使團機會在歐洲開展中國基督徒留學生的培訓事機會在歐洲開展中國基督徒留學生的培訓事機會在歐洲開展中國基督徒留學生的培訓事機會在歐洲開展中國基督徒留學生的培訓事

工工工工。。。。 
 

由於肺炎疫情嚴峻並已於社區傳播由於肺炎疫情嚴峻並已於社區傳播由於肺炎疫情嚴峻並已於社區傳播由於肺炎疫情嚴峻並已於社區傳播，，，，為減低群眾感染風險為減低群眾感染風險為減低群眾感染風險為減低群眾感染風險，，，，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只作只作只作只作有有有有

限度限度限度限度開放開放開放開放。。。。期望會眾能夠緊遵指引期望會眾能夠緊遵指引期望會眾能夠緊遵指引期望會眾能夠緊遵指引，，，，以防止疫症在社區爆發以防止疫症在社區爆發以防止疫症在社區爆發以防止疫症在社區爆發。。。。 
 

各項各項各項各項聚會安排聚會安排聚會安排聚會安排     
1. 週末崇拜暫停週末崇拜暫停週末崇拜暫停週末崇拜暫停，，，，直至另行通知直至另行通知直至另行通知直至另行通知。。。。 

2. 主日崇拜會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主日崇拜會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主日崇拜會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主日崇拜會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網址將於當日早上網址將於當日早上網址將於當日早上網址將於當日早上公佈公佈公佈公佈。。。。主日講道主日講道主日講道主日講道

的錄音會上載至教會網頁的錄音會上載至教會網頁的錄音會上載至教會網頁的錄音會上載至教會網頁，，，，歡迎大家收聽歡迎大家收聽歡迎大家收聽歡迎大家收聽，，，，網址網址網址網址：：：：www.htlc.org.hk 

3. 主日祈禱會照常主日祈禱會照常主日祈禱會照常主日祈禱會照常進進進進行行行行，，，，僅供當日事奉人員參與僅供當日事奉人員參與僅供當日事奉人員參與僅供當日事奉人員參與。。。。    

4. 兒童及少年聚會兒童及少年聚會兒童及少年聚會兒童及少年聚會均均均均暫停暫停暫停暫停，，，，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崇拜崇拜崇拜崇拜、、、、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團契團契團契團契、、、、詩班詩班詩班詩班、、、、圖書部圖書部圖書部圖書部、、、、

學堂學堂學堂學堂、、、、英文班等英文班等英文班等英文班等。。。。鼓勵家長使用網上資源帶領子女繼續學習聖經鼓勵家長使用網上資源帶領子女繼續學習聖經鼓勵家長使用網上資源帶領子女繼續學習聖經鼓勵家長使用網上資源帶領子女繼續學習聖經，，，，敬敬敬敬

拜上帝拜上帝拜上帝拜上帝((((例如例如例如例如：：：：http://www.rerc.org.hk/lgssc/stories_hk.html))))。。。。    

5. 成人聚會成人聚會成人聚會成人聚會方面方面方面方面，，，，請自行溝通與共識是否暫停請自行溝通與共識是否暫停請自行溝通與共識是否暫停請自行溝通與共識是否暫停，，，，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團契團契團契團契、、、、詩班詩班詩班詩班、、、、週週週週

五祈禱會等五祈禱會等五祈禱會等五祈禱會等。。。。如需使用教會如需使用教會如需使用教會如需使用教會地方及設施地方及設施地方及設施地方及設施，，，，務必先務必先務必先務必先與同工與同工與同工與同工聯繫聯繫聯繫聯繫。。。。    

6. 其他聚會暫停其他聚會暫停其他聚會暫停其他聚會暫停，，，，包括包括包括包括：：：：成人主日學成人主日學成人主日學成人主日學、、、、初信栽培初信栽培初信栽培初信栽培、、、、門徒訓練門徒訓練門徒訓練門徒訓練、、、、婦女義工婦女義工婦女義工婦女義工

訓練訓練訓練訓練，，，，家長聚會等家長聚會等家長聚會等家長聚會等。。。。    



 

 

 

出席聚會防疫指引出席聚會防疫指引出席聚會防疫指引出席聚會防疫指引 
 

1. 出門口前先量度體溫出門口前先量度體溫出門口前先量度體溫出門口前先量度體溫。。。。若身體感到不適若身體感到不適若身體感到不適若身體感到不適，，，，出現發燒出現發燒出現發燒出現發燒、、、、咳嗽咳嗽咳嗽咳嗽、、、、喉嚨喉嚨喉嚨喉嚨

痛和乏力等病徵痛和乏力等病徵痛和乏力等病徵痛和乏力等病徵，，，，請務必盡快求醫請務必盡快求醫請務必盡快求醫請務必盡快求醫，，，，切勿返回教會聚會切勿返回教會聚會切勿返回教會聚會切勿返回教會聚會，，，，並在家並在家並在家並在家

中讀經禱告敬拜主中讀經禱告敬拜主中讀經禱告敬拜主中讀經禱告敬拜主！！！！ 

2. 凡進入教會聚會者凡進入教會聚會者凡進入教會聚會者凡進入教會聚會者，，，，務必自備口罩務必自備口罩務必自備口罩務必自備口罩，，，，並按並按並按並按正確方正確方正確方正確方法法法法戴戴戴戴上上上上。。。。佩戴佩戴佩戴佩戴口口口口

罩的罩的罩的罩的正確方正確方正確方正確方法法法法可可可可以參以參以參以參考考考考以下以下以下以下 YouTube影片影片影片影片教學教學教學教學：：：：https://youtu.be/PHep0dpg2Uk 

3. 到到到到達達達達聚會聚會聚會聚會場地場地場地場地時時時時，，，，請按指請按指請按指請按指示示示示量度體溫量度體溫量度體溫量度體溫！！！！如如如如發現有發燒發現有發燒發現有發燒發現有發燒症狀症狀症狀症狀，，，，應應應應盡盡盡盡

快快快快就就就就醫醫醫醫，，，，並回家並回家並回家並回家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4. 教會聚會教會聚會教會聚會教會聚會處處處處入口備有消入口備有消入口備有消入口備有消毒潔手液毒潔手液毒潔手液毒潔手液，，，，參與聚會前參與聚會前參與聚會前參與聚會前需需需需先消先消先消先消毒雙手毒雙手毒雙手毒雙手。。。。同同同同

時請大家時請大家時請大家時請大家勤勤勤勤加加加加洗手洗手洗手洗手，，，，於聚會期於聚會期於聚會期於聚會期間避免接觸別間避免接觸別間避免接觸別間避免接觸別人身體人身體人身體人身體，，，，例如握手例如握手例如握手例如握手及及及及

摸面摸面摸面摸面。。。。 

5. 打打打打噴嚏噴嚏噴嚏噴嚏或咳嗽時或咳嗽時或咳嗽時或咳嗽時，，，，必必必必須須須須用用用用紙巾掩蓋紙巾掩蓋紙巾掩蓋紙巾掩蓋口口口口鼻鼻鼻鼻，，，，然後然後然後然後把把把把用用用用過過過過的的的的紙巾棄置紙巾棄置紙巾棄置紙巾棄置

於有於有於有於有蓋垃圾箱蓋垃圾箱蓋垃圾箱蓋垃圾箱內內內內，，，，再徹底清潔雙手再徹底清潔雙手再徹底清潔雙手再徹底清潔雙手。。。。家長家長家長家長亦亦亦亦請請請請提醒提醒提醒提醒小朋友進行以小朋友進行以小朋友進行以小朋友進行以

上上上上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6. 會會會會眾眾眾眾或或或或其其其其家人若於家人若於家人若於家人若於過去過去過去過去 14天曾天曾天曾天曾到到到到訪訪訪訪內內內內地地地地，，，，或或或或曾曾曾曾到到到到過過過過疫疫疫疫症症症症爆爆爆爆發發發發的的的的地地地地

區區區區，，，，請自行留家請自行留家請自行留家請自行留家隔離隔離隔離隔離 14天天天天，，，，並並並並避免避免避免避免參與教會聚會參與教會聚會參與教會聚會參與教會聚會！！！！ 

7. 會會會會眾眾眾眾或或或或其其其其家人若被家人若被家人若被家人若被懷疑懷疑懷疑懷疑感感感感染染染染新新新新型冠狀型冠狀型冠狀型冠狀病病病病毒毒毒毒，，，，請即聯絡教請即聯絡教請即聯絡教請即聯絡教牧同牧同牧同牧同工工工工，，，，

以以以以作作作作關關關關顧顧顧顧、、、、代禱及代禱及代禱及代禱及跟跟跟跟進進進進！！！！ 

8. 為為為為了減低了減低了減低了減低教教教教牧同牧同牧同牧同工在工在工在工在往往往往返返返返辦辦辦辦公公公公室途室途室途室途中的感中的感中的感中的感染風險染風險染風險染風險，，，，由由由由 2 月月月月 3 日日日日起起起起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除外除外除外除外)，，，，各教各教各教各教牧同牧同牧同牧同工將會留在家中工將會留在家中工將會留在家中工將會留在家中辦辦辦辦工工工工，，，，直直直直至至至至另另另另行公行公行公行公佈佈佈佈。。。。如如如如有有有有

查詢或查詢或查詢或查詢或需要需要需要需要，，，，歡迎歡迎歡迎歡迎主主主主動動動動聯絡教聯絡教聯絡教聯絡教牧同牧同牧同牧同工工工工。。。。 
 

謝謝謝謝謝謝謝謝各各各各位合作位合作位合作位合作，，，，以上指引會按疫情進展不以上指引會按疫情進展不以上指引會按疫情進展不以上指引會按疫情進展不斷更斷更斷更斷更新新新新，，，，求主求主求主求主施施施施恩恩恩恩予予予予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及各及各及各及各地市民地市民地市民地市民，，，，讓讓讓讓疫情得疫情得疫情得疫情得著控制著控制著控制著控制！！！！ 
 
 
 

【財 政 報 告】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奉獻收入奉獻收入奉獻收入奉獻收入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盈餘盈餘盈餘盈餘 / 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1 月月月月 $91,080.00 $226,295.37 -$135,217.37 

以上款項收支不包括差傳專款收支以上款項收支不包括差傳專款收支以上款項收支不包括差傳專款收支以上款項收支不包括差傳專款收支。。。。 

 
 
 



 

【崇 拜 聚 會】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崇拜聚會崇拜聚會崇拜聚會崇拜聚會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奉獻金額奉獻金額奉獻金額奉獻金額 

2 月月月月 29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週末週末週末週末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 / 

3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25 人人人人 $202,223.00 

少年少年少年少年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 /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 / 

差傳專款差傳專款差傳專款差傳專款奉獻奉獻奉獻奉獻 $1,500.00 

 

【詩班練習時間】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3 月月月月 8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1:30 成人詩班成人詩班成人詩班成人詩班 

(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 
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2:30 少年詩班少年詩班少年詩班少年詩班 

3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2:30 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兒童詩班 (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 

 

【各 項 課 程】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3 月月月月 8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00 

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 

信班信班信班信班：：：：幼稚園班幼稚園班幼稚園班幼稚園班 

望班望班望班望班：：：：小一至小三小一至小三小一至小三小一至小三 

愛班愛班愛班愛班：：：：小四至小六小四至小六小四至小六小四至小六 

主日學導師主日學導師主日學導師主日學導師 

(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 

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5 
初信栽培班初信栽培班初信栽培班初信栽培班 陳鳴華弟兄陳鳴華弟兄陳鳴華弟兄陳鳴華弟兄 

成人主日學成人主日學成人主日學成人主日學 李福賢傳道李福賢傳道李福賢傳道李福賢傳道 

3 月月月月 11 日日日日(三三三三) 
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9:15 婦女義工訓練婦女義工訓練婦女義工訓練婦女義工訓練 李鳳琴姊妹李鳳琴姊妹李鳳琴姊妹李鳳琴姊妹 

(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30 門徒成長課門徒成長課門徒成長課門徒成長課 葉仁人牧師葉仁人牧師葉仁人牧師葉仁人牧師 

3 月月月月 12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8:00 門徒成長課門徒成長課門徒成長課門徒成長課 葉仁人牧師葉仁人牧師葉仁人牧師葉仁人牧師 (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 

3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5 全方位英文班全方位英文班全方位英文班全方位英文班 李鳳琴姊妹李鳳琴姊妹李鳳琴姊妹李鳳琴姊妹 (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 

 

【各 項 聚 會】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聚會名稱聚會名稱聚會名稱聚會名稱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3 月月月月 8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5 
路得團路得團路得團路得團 

(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 
以利沙團以利沙團以利沙團以利沙團 

3 月月月月 9 日日日日(一一一一)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15 生命生命生命生命讀經讀經讀經讀經組組組組 (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 

3 月月月月 13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8:00 守望宣教祈禱守望宣教祈禱守望宣教祈禱守望宣教祈禱會會會會 (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 

3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4:30 
約書亞團約書亞團約書亞團約書亞團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謝家碧姊妹謝家碧姊妹謝家碧姊妹謝家碧姊妹 

迦勒團迦勒團迦勒團迦勒團 (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30 
伉儷團伉儷團伉儷團伉儷團 

(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 
以利亞團以利亞團以利亞團以利亞團 

3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30 主日祈禱會主日祈禱會主日祈禱會主日祈禱會 守望禱告守望禱告守望禱告守望禱告 盧冬梅傳道盧冬梅傳道盧冬梅傳道盧冬梅傳道 

 



 

【講道筆記】 
 

 經文：約約約約三三三三 1111----17171717 講題：覺悟人生覺悟人生覺悟人生覺悟人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會追求方向教會追求方向教會追求方向教會追求方向：：：：作主門徒作主門徒作主門徒作主門徒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你你你們要去們要去們要去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使萬民作我的門徒使萬民作我的門徒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 · ·」」」」      (太二十八太二十八太二十八太二十八 19 上上上上) 
 

門徒實踐方向門徒實踐方向門徒實踐方向門徒實踐方向：：：： 1. 愛慕靈交愛慕靈交愛慕靈交愛慕靈交 2. 彼此相愛彼此相愛彼此相愛彼此相愛 
 

 3. 作佈道人作佈道人作佈道人作佈道人 4. 投身事奉投身事奉投身事奉投身事奉 
 

 5. 參與宣教參與宣教參與宣教參與宣教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教會主題年教會主題年教會主題年教會主題 
 

忠心忠心忠心忠心作門徒作門徒作門徒作門徒．．．．愛裡相關顧愛裡相關顧愛裡相關顧愛裡相關顧 
 

 「「「「我們愛我們愛我們愛我們愛，，，，因為上帝先愛我們因為上帝先愛我們因為上帝先愛我們因為上帝先愛我們。。。。」」」」 (約壹四約壹四約壹四約壹四19191919)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彼前四彼前四彼前四彼前四8888)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太六太六太六太六14141414) 
 

 實踐目標實踐目標實踐目標實踐目標：：：： 1. 保守自己常在主的愛裡保守自己常在主的愛裡保守自己常在主的愛裡保守自己常在主的愛裡。。。。 
 

  2. 用愛心彼此接納和寬恕用愛心彼此接納和寬恕用愛心彼此接納和寬恕用愛心彼此接納和寬恕。。。。 
 

  3. 讓未信者在愛中看見主讓未信者在愛中看見主讓未信者在愛中看見主讓未信者在愛中看見主。。。。 
 

 

全教會背經計劃全教會背經計劃全教會背經計劃全教會背經計劃 
 

3 月份背誦經文月份背誦經文月份背誦經文月份背誦經文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彼前四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