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本主日承蒙馬漢欽牧師蒞臨講道，謹此致謝。 

2.  歡迎新朋友參加崇拜，崇拜後請留步，彼此認識及分享禱告。 

3.  1/2-14/2(三至二)古教師放年假。肢體如有要事，請與執事會          
主席王淑玲姊妹聯絡。 

4.  本主日上午 11:45 青少年崇拜，講員：黃景霞姊妹，             
講題：「不見自己，只見耶穌」。下主日青少年崇拜暫停(年初二)。 

5.  本主日下午 2:30舉行執事會會議，請執事依時出席。 

6.  24/1-2/2(二至四 )為農曆新春假期，讚美操活動暫停，             
7/2(二)重開。 

7.  3/2(五 )晚上 7:15-9:00 舉行每月讀經釋義專題講座：                    
基督徒的末世視野——《哥林多前書》研讀，講員：趙詠琴博士             
(播道神學院新約科副教授)，地點：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                
(九龍旺角弼街 56 號基督教大樓二樓禮堂)，參加者如帶備隨         
讀經釋義送贈之門券免費入場。 

8.  18/2(六)晚上 6:00 於本堂舉行「信樂春茗(中式到會)」，            
費用：每位 HK$100 (12 歲或以上及成人)、每位 HK$40(11 歲或       
以下及 60 歲或以上之長者)、免費(兩歲或以下、60 歲或以上       
的會友及被邀請者)，名額 80 人，歡迎肢體邀請家人出席，可向
王淑玲執事或陳智賢執事報名或查詢。 

9.  25/2(六)為香港基督少年軍舉辦之「挪亞方舟親子同樂日」，詳情
稍後通告。 

10.  25/2(六)為紀念教會改革運動 500 週年本會舉行「步行籌款」，           
主題：「合一同心向前行」，目的：支持 500 周年各項活動及出版
事工，籌款目標：港幣 40 萬元，集合時間：上午 8:30 (瀝源邨          
小型足球場)，起步禮：上午 9:00，感恩禮：中午 12:00（基督教
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舉行）。如有興趣者，可向古教師索取
贊助表格，詳情請參閱佈告版。 

11.  本會於 1/5(星期一)舉行 2017 年會員大會，時間：上午 9:00-        
下午 5:00(上午 8:30-9:00 報到 )，地點：信義中學禮堂            
(九龍窩打老道 52 號)，會費：每位 HK$10，午餐費：每位 HK$50         
(下午 12:30-1:30)，本主日截止，本會會友可向 May 幹事報名，
詳情請參閱報告版。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樂堂主日週刊 
                2017 年 1 月 22 日     顯現後第三主日(綠) 

              崇拜時間：早上十時正 

開會詩 : 主手所造萬象生靈(頌 24) 

宣   赦 :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讚美詩 : 真光照耀(頌新 123) 

 : 主是我力量(頌新 82) 

舊約經課 : 以賽亞書 9:1-4 

新約經課 : 哥林多前書 1:10-18 

福音經課 : 馬太福音 4:12-23 

講  題 : 教會的使命 

回應詩 : 請差遣我 

散會詩   : 聖靈差遣我們服事(頌新 45) 
 

     

  1 月 22 日 1 月 29 日 2 月 5 日 

講  員 : 馬漢欽牧師 古菊圓教師 張麗英傳道 

主  禮 : 余建勳弟兄 楊健德弟兄 倪文輝弟兄 

讀  經 : 徐婷婷姊妹 黃碧清姊妹 李德和弟兄 

司  琴 : 李貴容姊妹 霆軒/浩洋 陳浩恩姊妹 

司  事 : 周群鳳姊妹 鄧寶蓮姊妹 賴秀清姊妹 

  許麗絮姊妹 黃春琴姊妹 陳英傑弟兄 

音  響 : 陳英傑弟兄 陳英傑弟兄 龔錦洪弟兄 

插  花 : 李綿姊妹 楊偉玲姊妹 楊偉玲姊妹 

投映控制 : 李業康弟兄 王淑玲姊妹 謝子喬弟兄 

整理椅子 : 全體姊妹 全體弟兄 全體姊妹 

備  註 :    
     

 

 
： 柴灣興華一邨美華樓地下（興華幼兒學校內） 

： 29044351                 

 ： http://faithjoy.elchk.org.hk   ： faithjoy@elchk.org.hk  

堂主任：古菊圓教師             ： 96095723   

「因為上帝的義

正在這福音上顯

明出來；這義是本

於信，以至於信。

如 經 上 所 記 ︰       

『義人必因信得

生。』」(羅 1:17)  

  
(羅 10章 15節) 

 



 

會眾取此通訊回家，為堂會的事項及弟兄姊妹的需要祈禱。 

1.  為身體欠佳的肢體代禱，求天父保守及醫治。 

‧張少卿 ‧麥劉秀貞  ‧陳樂欣 ‧李麗娟 

‧王彩蓉 ‧周根頭  ‧李賢英 ‧劉潮霖 

‧冼桂珍 ‧李寶德  ‧林錫權 ‧鄧耀輝 

‧鄭燕芳 ‧陳詠娟    
 

2.  為居住護老院肢體代禱，求天父保守每日起居生活。 

‧梁鈞能(樂怡護理中心) ‧鄭燕芳(柴灣瑞安護老中心) 

‧陳合歡(陽光護老中心) ‧文燕霞(西灣河松齡護老院) 
 

3.  為肢體家人或親友代禱，求天父醫治及保守他們身心靈的需要。 

‧梁文錦先生(Amy姐的丈夫) ‧黃秋蓮女士(劉志良的母親) 
 

4.  為教牧、執事、區長及神學生：古教師、盧繼科傳道、             

王淑玲、林桂仁、龔錦洪、陳智賢、楊兆竣、倪文輝及楊偉玲

代禱，求天父帶領，並在事奉上加能加力。 

5.  為教會財政禱告，求主預備並讓弟兄姊妹憑信心獻上。 

6.  為已畢業的青年人正在尋找工作或已有其他方向，求主賜他們

智慧，引導他們行主所喜悅的道路。 

7.  為在職的肢體禱告，求主賜下智慧給他們，能面對每天不同的

工作挑戰和壓力，並有主的平安常與他們同在。 

8.  為在海外升學的肢體：龔信謙、龔信恩及林俊楓代禱，求主        

保守他們的學習及適應。 

9.  為幼兒學校各方面的需要，求主加力給校長、老師、員工、             

學生及家長，賜他們有平安和喜樂。 

10.  為本年度應考DSE的鄭映言、白子軒禱告，求主賜他們智慧面對。 

 

本週各小組聚會，請各組員踴躍參加。 
路得組 22/1(日) 早上 JOS 組 22/1(日) 崇拜後 
啟示組 23/1(一) 晚上 迦勒組 25/1(三) 早上 

 

 

 

 

 

  

 

祈禱事項 

【執事的事奉】 

執事的事奉是具有拼圖性質的事
奉。拼圖是一幅由為數不少的拼塊
拼湊而成的有主題的圖畫。每一片
拼塊各自有其獨特的外形和色彩。
一方面，它們是那麼與別不同，在
整幅拼圖中有其特殊的位置，且不
能以其他拼塊取代。但是，另一方
面，它們並沒有獨立自身的價值；
在拼圖以外，它們的獨特性起不了
甚麼作用。倘若它們被置於錯配的
位置，不但不能幫助完成整幅圖
畫，而且將傷害了整體的合一性及
完成任務的條件。 

執事作為事奉團隊 (成員包括         
教牧同工、其他執事會成員、事奉
內閣的成員)中的一員，就如拼圖中
的一片拼塊，需與側旁的「伙伴」
緊扣相連，接合無間，既忠於自己
的位置和角色，又成全他人。這樣，
便能發揮它最大的果效—最終幫助
整體顯露出眾人所期望的面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