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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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月月月月三三三三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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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憐憫的事怎樣憐憫的事怎樣憐憫的事怎樣憐憫的事     

主主主主    日日日日 

五月三十一五月三十一五月三十一五月三十一日日日日 

聖靈降臨主日聖靈降臨主日聖靈降臨主日聖靈降臨主日(紅紅紅紅) 

六月七六月七六月七六月七日日日日 

聖靈降臨後第一主日聖靈降臨後第一主日聖靈降臨後第一主日聖靈降臨後第一主日(白白白白) 

講講講講    員員員員 黎錫華牧師黎錫華牧師黎錫華牧師黎錫華牧師    李福賢傳道李福賢傳道李福賢傳道李福賢傳道    

領領領領    會會會會 盧冬梅傳道盧冬梅傳道盧冬梅傳道盧冬梅傳道 朱朱朱朱  華弟兄華弟兄華弟兄華弟兄 

領領領領    詩詩詩詩 顧淑瑜姊妹顧淑瑜姊妹顧淑瑜姊妹顧淑瑜姊妹    蕭藹琦姊妹蕭藹琦姊妹蕭藹琦姊妹蕭藹琦姊妹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蕭藹琦姊妹蕭藹琦姊妹蕭藹琦姊妹蕭藹琦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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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鳳琴姊妹李鳳琴姊妹李鳳琴姊妹李鳳琴姊妹    張俊豪弟兄張俊豪弟兄張俊豪弟兄張俊豪弟兄    

奉奉奉奉    獻獻獻獻 /    /    

招招招招    待待待待 /    鄧燦開弟兄鄧燦開弟兄鄧燦開弟兄鄧燦開弟兄        徐美玉姊妹徐美玉姊妹徐美玉姊妹徐美玉姊妹    

音響音響音響音響/攝錄攝錄攝錄攝錄 賀延愷弟兄賀延愷弟兄賀延愷弟兄賀延愷弟兄    洪毓辰弟兄洪毓辰弟兄洪毓辰弟兄洪毓辰弟兄    

投投投投    影影影影 黃慧慈弟黃慧慈弟黃慧慈弟黃慧慈弟兄兄兄兄    蕭麗萍姊妹蕭麗萍姊妹蕭麗萍姊妹蕭麗萍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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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三十一五月三十一五月三十一五月三十一日日日日 六六六六月月月月七七七七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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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六日週末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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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呼求我們呼求我們呼求我們呼求    

平安平安平安平安    

繼續向前行繼續向前行繼續向前行繼續向前行    
 

 四四四四. 認信認信認信認信 

尼西亞尼西亞尼西亞尼西亞信經信經信經信經    
 

[聖道供糧] 
 

 五五五五.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可五可五可五可五 1111----5555，，，，15151515----20202020    
 

 六六六六. 宣講信息宣講信息宣講信息宣講信息 

怎樣憐憫的事怎樣憐憫的事怎樣憐憫的事怎樣憐憫的事    
 

[感恩回應] 
 

 七七七七. 回應詩歌回應詩歌回應詩歌回應詩歌 
 
 



 
 

繼續向前行繼續向前行繼續向前行繼續向前行    曲詞：曲詞：曲詞：曲詞：鄧淑儀鄧淑儀鄧淑儀鄧淑儀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版權所有基恩敬拜音樂事工版權所有基恩敬拜音樂事工版權所有基恩敬拜音樂事工版權所有        
天地萬物屬我主基督天地萬物屬我主基督天地萬物屬我主基督天地萬物屬我主基督        人間的愛是人間的愛是人間的愛是人間的愛是祢祢祢祢帶進來帶進來帶進來帶進來    

天和地天和地天和地天和地        風與海風與海風與海風與海        祢祢祢祢是萬有的主宰是萬有的主宰是萬有的主宰是萬有的主宰        
無論我往哪裏走無論我往哪裏走無論我往哪裏走無論我往哪裏走        世上難免憂傷苦痛世上難免憂傷苦痛世上難免憂傷苦痛世上難免憂傷苦痛    

是是是是祢祢祢祢牽我手牽我手牽我手牽我手        每日施恩每日施恩每日施恩每日施恩    

賜我平安賜我平安賜我平安賜我平安        繼續向前行繼續向前行繼續向前行繼續向前行        
無論我去到哪方無論我去到哪方無論我去到哪方無論我去到哪方        主的愛領我前航主的愛領我前航主的愛領我前航主的愛領我前航    

越過幽谷越過幽谷越過幽谷越過幽谷        恩典夠我用恩典夠我用恩典夠我用恩典夠我用    

主大愛主大愛主大愛主大愛激激激激勵我向前行勵我向前行勵我向前行勵我向前行    
 

 八八八八.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聖餐供糧] 
 

    九九九九. 施發聖餐施發聖餐施發聖餐施發聖餐 
 

    十十十十. 祝福祝福祝福祝福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 
 

【家 事 分 享】 
 

1. 根據現時政府防疫措施的指引根據現時政府防疫措施的指引根據現時政府防疫措施的指引根據現時政府防疫措施的指引，，，，主日崇拜會有限度開放予會眾現主日崇拜會有限度開放予會眾現主日崇拜會有限度開放予會眾現主日崇拜會有限度開放予會眾現

場參與場參與場參與場參與，，，，同時繼續設有網上直播同時繼續設有網上直播同時繼續設有網上直播同時繼續設有網上直播。。。。會眾仍需按疫情的發展會眾仍需按疫情的發展會眾仍需按疫情的發展會眾仍需按疫情的發展、、、、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群體聚會受感染的風險群體聚會受感染的風險群體聚會受感染的風險群體聚會受感染的風險、、、、以及自身的情況作評估和選擇以及自身的情況作評估和選擇以及自身的情況作評估和選擇以及自身的情況作評估和選擇。。。。歡迎暫歡迎暫歡迎暫歡迎暫

時仍使用收看直播的方式來參與崇拜時仍使用收看直播的方式來參與崇拜時仍使用收看直播的方式來參與崇拜時仍使用收看直播的方式來參與崇拜。。。。 

a) 因要限制崇拜的人數因要限制崇拜的人數因要限制崇拜的人數因要限制崇拜的人數，，，，如會眾參與下主日的崇拜如會眾參與下主日的崇拜如會眾參與下主日的崇拜如會眾參與下主日的崇拜，，，，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6 月月月月 3

日日日日(三三三三)或之前通知教會或之前通知教會或之前通知教會或之前通知教會。。。。若禮堂額滿會安排在副堂收看轉播若禮堂額滿會安排在副堂收看轉播若禮堂額滿會安排在副堂收看轉播若禮堂額滿會安排在副堂收看轉播。。。。 

b) 請請請請參閱參閱參閱參閱本堂本堂本堂本堂網頁網頁網頁網頁的的的的「「「「聚會安排及防疫指引聚會安排及防疫指引聚會安排及防疫指引聚會安排及防疫指引((((5 月月月月 26 日更新日更新日更新日更新))))」」」」！！！！    
 

2. 因應疫情關係因應疫情關係因應疫情關係因應疫情關係，，，，本年本年本年本年第一次教友大會將延期至另行通知第一次教友大會將延期至另行通知第一次教友大會將延期至另行通知第一次教友大會將延期至另行通知。。。。 
 
 



 
 
 
 

3. 退修營將於退修營將於退修營將於退修營將於 10 月月月月 1 至至至至 3 日日日日(四至六四至六四至六四至六)在青協西貢戶外訓練營進行在青協西貢戶外訓練營進行在青協西貢戶外訓練營進行在青協西貢戶外訓練營進行，，，，

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6 月開始報名月開始報名月開始報名月開始報名，，，，鼓勵肢體積極參加鼓勵肢體積極參加鼓勵肢體積極參加鼓勵肢體積極參加！！！！10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是國慶日是國慶日是國慶日是國慶日

假期假期假期假期，，，，10 月月月月 2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是中秋節翌日假期是中秋節翌日假期是中秋節翌日假期是中秋節翌日假期，，，，提醒大家可能要星期六提醒大家可能要星期六提醒大家可能要星期六提醒大家可能要星期六

請假了請假了請假了請假了！！！！ 

2020 退修營主題退修營主題退修營主題退修營主題：：：：主的命令主的命令主的命令主的命令 

營訓營訓營訓營訓：：：：你們要彼此相愛你們要彼此相愛你們要彼此相愛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像我愛你們一樣像我愛你們一樣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這就是我的命令這就是我的命令這就是我的命令。（。（。（。（約約約約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 12）））） 
 

4. 守望宣教祈禱會將於守望宣教祈禱會將於守望宣教祈禱會將於守望宣教祈禱會將於 6 月月月月 12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8 時以時以時以時以網上視像會議形網上視像會議形網上視像會議形網上視像會議形

式進行式進行式進行式進行，，，，由由由由陳孝忠陳孝忠陳孝忠陳孝忠弟兄負責弟兄負責弟兄負責弟兄負責，，，，歡迎弟兄姊妹參加歡迎弟兄姊妹參加歡迎弟兄姊妹參加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5. 教會講座教會講座教會講座教會講座「「「「作主門徒對今天香港教會的啟迪作主門徒對今天香港教會的啟迪作主門徒對今天香港教會的啟迪作主門徒對今天香港教會的啟迪」」」」於於於於 6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 時時時時 30 分在禮堂進行分在禮堂進行分在禮堂進行分在禮堂進行，，，，由由由由香港浸信會香港浸信會香港浸信會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神學院神學院神學院劉振鵬劉振鵬劉振鵬劉振鵬老師主老師主老師主老師主

講講講講。。。。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同心學習同心學習同心學習同心學習！！！！ 
 

6. 父親節福音主日崇拜於父親節福音主日崇拜於父親節福音主日崇拜於父親節福音主日崇拜於 6 月月月月 21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舉行舉行舉行舉行，，，，歡迎弟兄姊妹邀請家歡迎弟兄姊妹邀請家歡迎弟兄姊妹邀請家歡迎弟兄姊妹邀請家 

人或與家人一同收看崇拜直播人或與家人一同收看崇拜直播人或與家人一同收看崇拜直播人或與家人一同收看崇拜直播。。。。邀請肢體傳送一張相片邀請肢體傳送一張相片邀請肢體傳送一張相片邀請肢體傳送一張相片(人物或家人物或家人物或家人物或家

庭照庭照庭照庭照)及一句心聲給我們製作電腦及一句心聲給我們製作電腦及一句心聲給我們製作電腦及一句心聲給我們製作電腦投影投影投影投影片片片片(PPT)；；；；也也也也可自行製作可自行製作可自行製作可自行製作。。。。

我們會將眾肢體的我們會將眾肢體的我們會將眾肢體的我們會將眾肢體的 PPT集結成集結成集結成集結成「「「「祝祝祝祝福家人心福家人心福家人心福家人心意集意集意集意集」」」」於於於於當當當當日播放日播放日播放日播放。。。。

請請請請 WhatsApp 至至至至黃幹事黃幹事黃幹事黃幹事或電或電或電或電郵郵郵郵至至至至 info@htlc.org.hk。。。。截止截止截止截止日期日期日期日期為為為為 6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一一一一)。。。。 
 
 
 

【代 禱 事 項】 
 

1. 請請請請為為為為身體有身體有身體有身體有軟弱軟弱軟弱軟弱或心或心或心或心靈憂傷靈憂傷靈憂傷靈憂傷的肢體禱的肢體禱的肢體禱的肢體禱告告告告，，，，求求求求主主主主憐憫憐憫憐憫憐憫及及及及醫治醫治醫治醫治！！！！ 
 

2. 請請請請為為為為父親節福音主日的父親節福音主日的父親節福音主日的父親節福音主日的籌備籌備籌備籌備和弟兄姊妹的邀請禱和弟兄姊妹的邀請禱和弟兄姊妹的邀請禱和弟兄姊妹的邀請禱告告告告，，，，求求求求主使用主使用主使用主使用並並並並

興起興起興起興起信徒信徒信徒信徒佈道佈道佈道佈道的心的心的心的心志志志志！！！！ 
 

3. 感感感感謝謝謝謝主主主主！！！！孫妙霞孫妙霞孫妙霞孫妙霞姊妹於姊妹於姊妹於姊妹於 5 月月月月 20 日日日日早早早早上上上上平平平平安安安安誕誕誕誕下下下下女兒女兒女兒女兒，，，，請請請請記念她記念她記念她記念她

們一家的們一家的們一家的們一家的適適適適應及應及應及應及孩子孩子孩子孩子的的的的健康成長健康成長健康成長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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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月月月 $199,423.00 $182,604.05 $16,8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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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份差傳專款月份差傳專款月份差傳專款月份差傳專款 $2,000.00 $0.00 $2,000.00 

2020 年差傳專款目標金額年差傳專款目標金額年差傳專款目標金額年差傳專款目標金額$169,600，，，，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3 月份的差傳專款奉獻月份的差傳專款奉獻月份的差傳專款奉獻月份的差傳專款奉獻$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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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 奉獻金額奉獻金額奉獻金額奉獻金額 

5 月月月月 24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11 人人人人 $14,900.00 

網上直播網上直播網上直播網上直播  55 次次次次 / 

差傳專款差傳專款差傳專款差傳專款奉獻奉獻奉獻奉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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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月月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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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6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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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6 月月月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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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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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月月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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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像聚會視像聚會視像聚會視像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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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6 月月月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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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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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月月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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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6 月月月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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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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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月月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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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暫停暫停暫停) 

以利沙團以利沙團以利沙團以利沙團 網上聚會網上聚會網上聚會網上聚會 

6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一一一一)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30 生命生命生命生命讀經讀經讀經讀經組組組組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盧冬梅傳道盧冬梅傳道盧冬梅傳道盧冬梅傳道 

6 月月月月 3 日日日日(三三三三)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8:00 但以理團但以理團但以理團但以理團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陳重時弟兄陳重時弟兄陳重時弟兄陳重時弟兄 

6 月月月月 5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30 生命生命生命生命讀經讀經讀經讀經組組組組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盧冬梅傳道盧冬梅傳道盧冬梅傳道盧冬梅傳道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8:00 週五祈禱週五祈禱週五祈禱週五祈禱會會會會 守望禱告守望禱告守望禱告守望禱告 曹曹曹曹  暉弟兄暉弟兄暉弟兄暉弟兄 

6 月月月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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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新大陸發現新大陸發現新大陸發現新大陸 

林綺雯林綺雯林綺雯林綺雯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崔樂穎崔樂穎崔樂穎崔樂穎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迦勒團迦勒團迦勒團迦勒團 關顧關顧關顧關顧 談雅貞姊妹談雅貞姊妹談雅貞姊妹談雅貞姊妹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30 
伉儷團伉儷團伉儷團伉儷團 查經查經查經查經 潘嘉樂伉儷潘嘉樂伉儷潘嘉樂伉儷潘嘉樂伉儷 

以利亞以利亞以利亞以利亞團團團團 桌遊樂桌遊樂桌遊樂桌遊樂 鄭麗梅姊妹鄭麗梅姊妹鄭麗梅姊妹鄭麗梅姊妹 

6 月月月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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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慧慈弟兄黃慧慈弟兄黃慧慈弟兄黃慧慈弟兄 

 
 
 
 
 
 
 



 

【講道筆記】 
 

 經文：可五可五可五可五 1111----5555，，，，15151515----20202020 講題：怎樣憐憫的事怎樣憐憫的事怎樣憐憫的事怎樣憐憫的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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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份背誦經文月份背誦經文月份背誦經文月份背誦經文 6 月份背誦經文月份背誦經文月份背誦經文月份背誦經文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 加五 22-23 上  
 
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

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約壹三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