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歡迎新朋友參加崇拜，崇拜後請留步，彼此認識及分享禱告。 

2.  本主日崇拜時段內舉行執事就職禮。 

3.  本主日青少年崇拜，講員：李德和弟兄，講題：「良師、益友             

(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三章)」。 

4.  下主日崇拜後舉行聯合聚會，並有簡約愛筵，歡迎所有肢體及           

新朋友一同共享。 

5.  9/1-30/1/2018(二)由環球聖經公會主辦聖經課程：「使徒行傳               

解讀」，時間：晚上 7:30-9:30，共四堂，地點：鰂魚涌浸信會                   

(鰂魚涌七姊妹道 180 號第一期地下 D 鋪鄰近港鐵鰂魚涌站              

C 出口)，講員：張雲開先生(建道神學院聖經研究系副教授)，          

鼓勵信徒領袖及肢體參與，課程免費，自由奉獻，請體可自行         

上網登記報名(www.wwbible.org)，詳情請參閱報告版。  

請已報名的肢體準時出席。 

6.  20/1/2018(六)上午 10:00-下午 5:00 本堂執事參加由信義會主辦

的領袖日營，主題：「受託」，地點：紅磡 8 度海逸酒店(土瓜灣         

九龍城道 199 號港鐵紅磡站 C 出口，可乘搭免費穿梭酒店巴士   

前往)，請已報名的執事準時出席。 

7.  21/1(主日 )崇拜時段內舉行事奉人員差遣禮。崇拜後舉行           

事奉人員訓練班。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樂堂主日週刊 

               2018 年 1 月 7 日  顯現後第一主日(白) 

              崇拜時間：早上十時正 

開會詩 : 全地至高是我主 

認   罪 : 尋求祢的面 

讚美詩 : 懇求聖靈從天臨格(頌 67) 

  親眼看見祢 

舊約經課 : 創世記 1:1-5 

新約經課 : 使徒行傳 19:1-7 

福音經課 : 馬可福音 1:4-11 

講  題 : 聖靈就降在他們身上 

回應詩 : 閃爍的小火花 

散會詩   : 願那靈火復興我 
 

     

  1 月 7 日 1 月 14 日 1 月 21 日 

講  員 : 古菊圓教師 李潤洪牧師 古菊圓教師 

主  禮 : 廖潔珊姊妹 古菊圓教師 周群鳳姊妹 

讀  經 : 楊健德弟兄 李德和弟兄 鄧寶蓮姊妹 

司  琴 : 陳浩恩姊妹 余馥盈姊妹 鄭映言姊妹 

司  事 : 賴秀清姊妹 徐婷婷姊妹 袁碧玉姊妹 

  許麗絮姊妹 成坤娣姊妹 譚樹泰弟兄 

音  響 : 謝子喬弟兄 林桂仁弟兄 余建勳弟兄 

插  花 : 蔡寶珠姊妹 淑玲/映言 成坤娣姊妹 

投映控制 : 王淑玲姊妹 李業康弟兄 謝子喬弟兄 

整理椅子 : 全體弟兄 全體姊妹 全體弟兄 

備  註 : 執事就職禮 聖餐 事奉人員差遣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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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 人 不 要    

單顧自己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

事，你們當以 

基督耶穌的心         

為心。」 

(腓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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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樂欣、李麗娟、王彩蓉、冼桂珍、李寶德、林錫權、
鄧耀輝、鄭燕芳、陳詠娟、梁均能、陳英傑、楊志遠、周信鏗、
張梅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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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古教師、王淑玲、林桂仁、龔錦洪、陳智賢、楊兆竣及           
倪文輝代禱，求天父帶領，並在事奉上加能加力。 

4.  為教會財政禱告，求主預備並讓弟兄姊妹憑信心獻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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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為在海外升學的肢體：龔信謙、龔信恩、林俊楓及蔡曉琳代禱，
求主保守他們的學習及適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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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梁素香及關順康已往澳洲進行「工作假期」，求主看顧保守      
他們的學習及適應，讓他們早日找到合適的教會，行走主道。 

9.  為預備DSE考試的謝子喬及陳浩恩禱告，求主賜他們智慧懂得 
安排時間預備。 

             

一月份各小組聚會日期： 

路得組 7、14、21、28(日)上午  JOS  14、28 (日)崇拜後 

JOB  8、15、22、29 (一)晚上  迦勒組 10、24(三)上午 
讚美組 11、25(四)上午  弟兄組 11、18(四)晚上 
喜悅組 26(五)上午  青年門訓 19(五)晚上 
興華組 13、27(六)下午   

 

   
 
 

一、教會年曆及節期的意義 

教會年曆取材於聖經。教會設立教會年曆及節期的目的，是培育信
徒的生命。不同節期配合不同的靈性操練，讓信徒過著與基督同行的信
仰生活。 

節期/節日 顏色 象徵意義 備注 
將臨期 紫色 警醒悔罪，等候主來 聖誕節前四週 
聖誕期 白色 聖潔、光明和得勝 每年 12月 25日及 

之後 11天 
聖誕節 白色 聖潔、光明和得勝 每年 12月 25日 
顯現期 綠色 靈命的更新與成長 顯現日(1月 6 日) 

開始至聖灰日前 
顯現日 白色 延續聖誕節的 

喜樂和光輝 
 

耶穌受洗日 白色 聖潔 顯現後第一主日 
登山變像日 白色 顯現上帝的榮光 顯現後最後一個主日 
預苦期 紫色 強調悔罪、克己 聖灰日至復活節前 
聖灰日 紫色 誠心懺悔 預苦期的開始 
棕枝主日 紫或紅 聖週的開始 復活節前的主日是 

聖週的開始 
立聖餐日 紫或紅 耶穌設立聖餐 聖週的週四傍晚 
受難日 黑 受難和死亡  
復活期 白色 生命和純潔 復活節及之後 

四十八天 
守夜節 黑 受難和死亡 復活節前一夜凌晨 

四、五時 
復活節 *白色 

金色 
生命和純潔 
永恆金光 

 

升天日 白色 光明 復活節後第四十天 
聖靈降臨期 綠色 靈命成長 聖靈降臨期至 

基督君王日 
聖靈降臨節 紅色 聖靈如火般降臨 復活節後第五十天 
三一主日 白色 三位一體的獨一真神 聖靈降臨節後 

隨後的主日 
基督君王日 *白色 

金色 
君王的榮耀 基督君王日為教會年 

最後一個主日 

* 雖然按教會傳統，白色是代表復活，但對華人來說，白色始終容易            
聯想起死人或喪事。因此，有些教會採用金色配合華人文化。 

備注:牧師的肩帶、教會掛的旗幟、蠟燭、鮮花也會隨著教會節期的           
顏色轉換。    (續完) 

祈禱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