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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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月月月月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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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嗎值得嗎值得嗎值得嗎？？？？     

主主主主    日日日日 

七月十二七月十二七月十二七月十二日日日日 

聖靈降臨後第六主日聖靈降臨後第六主日聖靈降臨後第六主日聖靈降臨後第六主日(綠綠綠綠) 

七月十九七月十九七月十九七月十九日日日日 

聖靈降臨後第聖靈降臨後第聖靈降臨後第聖靈降臨後第七七七七主日主日主日主日(綠綠綠綠) 

講講講講    員員員員 雷永彤傳道雷永彤傳道雷永彤傳道雷永彤傳道    張偉業張偉業張偉業張偉業傳道傳道傳道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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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啟志梁啟志梁啟志梁啟志傳道傳道傳道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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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曉雯姊妹宋曉雯姊妹宋曉雯姊妹宋曉雯姊妹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許樂恒弟兄許樂恒弟兄許樂恒弟兄許樂恒弟兄    

讀讀讀讀    經經經經 黎定根黎定根黎定根黎定根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盧冬梅傳道盧冬梅傳道盧冬梅傳道盧冬梅傳道    

奉奉奉奉    獻獻獻獻 /    /    

招招招招    待待待待 譚銀笑姊妹譚銀笑姊妹譚銀笑姊妹譚銀笑姊妹        鍾雅麗鍾雅麗鍾雅麗鍾雅麗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李海霞李海霞李海霞李海霞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朱鳳芹朱鳳芹朱鳳芹朱鳳芹姊妹姊妹姊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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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世雄蔡世雄蔡世雄蔡世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投投投投    影影影影 許樂恒許樂恒許樂恒許樂恒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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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七月七月七月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日日日日 七七七七月月月月十十十十九九九九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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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八日週末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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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知道祂知道祂知道祂知道，，，，祂看到祂看到祂看到祂看到    

是祢應許是祢應許是祢應許是祢應許    

如鷹展翅上騰如鷹展翅上騰如鷹展翅上騰如鷹展翅上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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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耶耶三十二三十二三十二三十二 6666----15151515    
 

 六六六六. 宣講信息宣講信息宣講信息宣講信息 

值得嗎？值得嗎？值得嗎？值得嗎？    
 

[感恩回應] 
 

 七七七七. 回應詩歌回應詩歌回應詩歌回應詩歌 
 
 



 
 

【【【【如鷹展翅上騰如鷹展翅上騰如鷹展翅上騰如鷹展翅上騰】】】】    曲詞：曲詞：曲詞：曲詞：施弘美施弘美施弘美施弘美        生命河靈糧堂傳播中心生命河靈糧堂傳播中心生命河靈糧堂傳播中心生命河靈糧堂傳播中心版權所有版權所有版權所有版權所有        
神已聽見我的呼求神已聽見我的呼求神已聽見我的呼求神已聽見我的呼求    

祂祂祂祂也明白我的渴望也明白我的渴望也明白我的渴望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重擔脫去一切纏累放下重擔脫去一切纏累放下重擔脫去一切纏累放下重擔脫去一切纏累    

恢復神造我的榮美形象恢復神造我的榮美形象恢復神造我的榮美形象恢復神造我的榮美形象        
永在的神創造萬物的主永在的神創造萬物的主永在的神創造萬物的主永在的神創造萬物的主    

祂的智慧無法測度祂的智慧無法測度祂的智慧無法測度祂的智慧無法測度    

疲乏的祂賜能力疲乏的祂賜能力疲乏的祂賜能力疲乏的祂賜能力    

軟弱的祂加力量軟弱的祂加力量軟弱的祂加力量軟弱的祂加力量    

等候耶和華必從新得力等候耶和華必從新得力等候耶和華必從新得力等候耶和華必從新得力        
如鷹展翅上騰如鷹展翅上騰如鷹展翅上騰如鷹展翅上騰    

翱翔在神的國度裡翱翔在神的國度裡翱翔在神的國度裡翱翔在神的國度裡    

飛越所有艱難和風暴飛越所有艱難和風暴飛越所有艱難和風暴飛越所有艱難和風暴    

單單注視祢榮耀寶座單單注視祢榮耀寶座單單注視祢榮耀寶座單單注視祢榮耀寶座        
如鷹展翅上騰如鷹展翅上騰如鷹展翅上騰如鷹展翅上騰    

翱翔在神的國度裡翱翔在神的國度裡翱翔在神的國度裡翱翔在神的國度裡    

領受聖靈恩膏和大能領受聖靈恩膏和大能領受聖靈恩膏和大能領受聖靈恩膏和大能    

活出美好自由的風采活出美好自由的風采活出美好自由的風采活出美好自由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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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至至至至 8 月保就業月保就業月保就業月保就業計劃的計劃的計劃的計劃的薪金資助已薪金資助已薪金資助已薪金資助已獲獲獲獲批批批批核核核核共共共共$152,802，，，，已於已於已於已於 6 月月月月

12日日日日(五五五五)存入教會戶口存入教會戶口存入教會戶口存入教會戶口。。。。 
 
 



 
 

2. 因疫情轉因疫情轉因疫情轉因疫情轉趨趨趨趨嚴峻嚴峻嚴峻嚴峻，，，，本堂所有兒童聚會暫停本堂所有兒童聚會暫停本堂所有兒童聚會暫停本堂所有兒童聚會暫停，，，，直至另行通知直至另行通知直至另行通知直至另行通知。。。。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及少年崇拜可使用網上資源及少年崇拜可使用網上資源及少年崇拜可使用網上資源及少年崇拜可使用網上資源，，，，例如例如例如例如：：：：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https://www.lovekid.hk/worship。。。。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信望愛班信望愛班信望愛班信望愛班)繼續以網上繼續以網上繼續以網上繼續以網上

視像形式進行視像形式進行視像形式進行視像形式進行，，，，詳情請向班導師查詢詳情請向班導師查詢詳情請向班導師查詢詳情請向班導師查詢。。。。 
 

3. 本年第一次教友大會將於本年第一次教友大會將於本年第一次教友大會將於本年第一次教友大會將於 7 月月月月 19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崇拜後隨即進行崇拜後隨即進行崇拜後隨即進行崇拜後隨即進行。。。。期間期間期間期間

一切聚會暫停一次一切聚會暫停一次一切聚會暫停一次一切聚會暫停一次。。。。議程及相關資料已張貼在壁報板上議程及相關資料已張貼在壁報板上議程及相關資料已張貼在壁報板上議程及相關資料已張貼在壁報板上，，，，請大家請大家請大家請大家

預留時間出席預留時間出席預留時間出席預留時間出席！！！！ 
 

4. 退修營將於退修營將於退修營將於退修營將於 7月月月月 19日日日日(日日日日)開始開始開始開始接受接受接受接受報名報名報名報名，，，，同時備有網上報名表格同時備有網上報名表格同時備有網上報名表格同時備有網上報名表格，，，，

8月月月月 30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截止截止截止截止報名報名報名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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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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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十五約十五約十五約十五 12) 
 

5. 第第第第 92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屆港九培靈研經會「「「「以愛同行以愛同行以愛同行以愛同行、、、、齊心守望齊心守望齊心守望齊心守望」」」」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8 月月月月 1 至至至至

10 日日日日(六至一六至一六至一六至一)假九龍城浸信會假九龍城浸信會假九龍城浸信會假九龍城浸信會(九龍城亞皆老街九龍城亞皆老街九龍城亞皆老街九龍城亞皆老街 206 號號號號)舉行舉行舉行舉行，，，，每每每每

日均有早日均有早日均有早日均有早、、、、午午午午、、、、晚三堂晚三堂晚三堂晚三堂，，，，鼓鼓鼓鼓勵勵勵勵大家積極參加大家積極參加大家積極參加大家積極參加。。。。詳情請參閱海報或詳情請參閱海報或詳情請參閱海報或詳情請參閱海報或

宣傳單張宣傳單張宣傳單張宣傳單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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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道訓練於佈道訓練於佈道訓練於佈道訓練於 8月月月月 9日日日日(日日日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時時時時 30分在副分在副分在副分在副

堂開課堂開課堂開課堂開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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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有心志實踐佈道的肢請有心志實踐佈道的肢請有心志實踐佈道的肢請有心志實踐佈道的肢

體向呂浩賢弟兄報名體向呂浩賢弟兄報名體向呂浩賢弟兄報名體向呂浩賢弟兄報名！！！！ 
 

7. 「「「「門徒成長課門徒成長課門徒成長課門徒成長課」」」」門徒訓練計劃將於門徒訓練計劃將於門徒訓練計劃將於門徒訓練計劃將於 9月開展月開展月開展月開展，，，，由各教牧同工由各教牧同工由各教牧同工由各教牧同工及福及福及福及福

音幹事音幹事音幹事音幹事擔任導師擔任導師擔任導師擔任導師。。。。訓練分初階及進階進行訓練分初階及進階進行訓練分初階及進階進行訓練分初階及進階進行，，，，分別為期三年及兩年分別為期三年及兩年分別為期三年及兩年分別為期三年及兩年。。。。

鼓勵大家認真禱告鼓勵大家認真禱告鼓勵大家認真禱告鼓勵大家認真禱告，，，，讓主的愛激勵自己委身基督讓主的愛激勵自己委身基督讓主的愛激勵自己委身基督讓主的愛激勵自己委身基督，，，，作主忠心門徒作主忠心門徒作主忠心門徒作主忠心門徒，，，，

預備自己在這混亂的世代預備自己在這混亂的世代預備自己在這混亂的世代預備自己在這混亂的世代，，，，成為主合用的器皿成為主合用的器皿成為主合用的器皿成為主合用的器皿。。。。請具心志的肢體請具心志的肢體請具心志的肢體請具心志的肢體

向牧者查詢向牧者查詢向牧者查詢向牧者查詢！！！！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導師導師導師導師也同時會主動邀請訓練也同時會主動邀請訓練也同時會主動邀請訓練也同時會主動邀請訓練對象對象對象對象的的的的。。。。大家可以大家可以大家可以大家可以

參閱有關訓練的參閱有關訓練的參閱有關訓練的參閱有關訓練的簡介簡介簡介簡介，，，，以以以以瞭解瞭解瞭解瞭解詳情詳情詳情詳情。。。。截止截止截止截止報名日期為報名日期為報名日期為報名日期為 8 月月月月 16 日日日日

(日日日日)。。。。 
 

8. 請有請有請有請有意意意意於於於於 12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崇拜崇拜崇拜崇拜中接受聖洗禮中接受聖洗禮中接受聖洗禮中接受聖洗禮、、、、堅振禮堅振禮堅振禮堅振禮或轉或轉或轉或轉

會會會會禮禮禮禮的肢體的肢體的肢體的肢體，，，，於於於於 8月月月月 16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或或或或之前之前之前之前向向向向葉葉葉葉牧師報名牧師報名牧師報名牧師報名。。。。學道班將於學道班將於學道班將於學道班將於

9月月月月 6日日日日(日日日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時時時時 30分在分在分在分在地地地地下下下下 18室室室室開課開課開課開課。。。。 
 
 



 
 
 
 
 

【代 禱 事 項】 
 

1. 請為身體有請為身體有請為身體有請為身體有軟弱軟弱軟弱軟弱或心靈或心靈或心靈或心靈憂傷憂傷憂傷憂傷的肢體禱告的肢體禱告的肢體禱告的肢體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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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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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月月月 $134,997.00 $213,913.47 -$78,9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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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份差傳專款月份差傳專款月份差傳專款月份差傳專款 $2,900.00 $0.00 $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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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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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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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月月月 5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79 人人人人 $44,150.00 

網上直播網上直播網上直播網上直播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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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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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月月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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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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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月月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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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月月月 12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5 

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5 

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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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主日學成人主日學成人主日學成人主日學 雷永彤傳道雷永彤傳道雷永彤傳道雷永彤傳道 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暫停一次 

7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10:00 初信栽培初信栽培初信栽培初信栽培 盧冬梅傳道盧冬梅傳道盧冬梅傳道盧冬梅傳道 三樓活動室三樓活動室三樓活動室三樓活動室 

7 月月月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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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服侍服侍服侍 李鳳琴姊妹李鳳琴姊妹李鳳琴姊妹李鳳琴姊妹 三樓活動室三樓活動室三樓活動室三樓活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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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師家牧師家牧師家牧師家 

7 月月月月 18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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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堂禮堂禮堂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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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像聚會視像聚會視像聚會視像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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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月月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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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像聚會視像聚會視像聚會視像聚會) 

7 月月月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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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月月月 17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8:00 週五週五週五週五祈禱祈禱祈禱祈禱會會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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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月月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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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彤分享會永彤分享會永彤分享會永彤分享會 職職職職  員員員員  會會會會 

迦勒團迦勒團迦勒團迦勒團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張偉業傳道張偉業傳道張偉業傳道張偉業傳道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30 
伉儷團伉儷團伉儷團伉儷團 小組關顧小組關顧小組關顧小組關顧 各各各各  組組組組  長長長長 

以利亞以利亞以利亞以利亞團團團團 彼此相交彼此相交彼此相交彼此相交 職職職職  員員員員  會會會會 

7 月月月月 19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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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幼生弟兄鄭幼生弟兄鄭幼生弟兄鄭幼生弟兄 

 
 
 
 
 
 
 



 

【講道筆記】 
 

 經文：耶耶耶耶三十二三十二三十二三十二 6666----15151515 講題：值得嗎？值得嗎？值得嗎？值得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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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份背誦經文月份背誦經文月份背誦經文月份背誦經文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氣。 箴十五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