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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二零一零年第二十三號) 

 

致 ： 堂主任／負責人 

由 ： 楊立人（執行幹事）  

事 由 ： 二零一零年第二次聯合水禮  

日 期 ：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一日  

 

 

本年度第二次聯合水禮有關安排如下： 
 

日期及時間：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四日（主日）下午三時正 

地點      ：九龍觀塘曉明街 26 號堅樂中學禮堂 

主席及領詩：盛恩堂 

招待   ：堅中堂 

施浸   ：耀安堂吳偉明牧師、厚恩堂池俊文先生 

證道   ：堅樂堂何麗儀姑娘 

襄禮   ：堅樂堂   

為新葡祈禱：厚恩堂柯尊輝牧師 

祝福   ：麗道堂譚玉江牧師   

 

注意事項： 

1. 請填 寫「 受 洗名 單」 表格 ， 並於 十月 六日 星 期三 前以 電郵

（admin@mcc.org.hk）或傳真（2798-6980）交總會同工 Katherine。 

2. 各堂會請選派一位代表負責攝影。 

3. 請堅中堂負責場地佈置。 

4. 請將「接受水禮者注意事項」影印並派予受洗者，同時請先行講解有關程序。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恩臨堂黎麗嫦姑娘、堅中堂林碧儀姑娘、或總會同工

Katherine（2798-5222）聯絡。 

 

 

附  件：受洗名單、接受水禮者注意事項、水禮各堂會事奉安排記錄 

 

副本致：堂會主席、各傳道同工、堅樂中學梁庭初校長、執委會各委員及顧問 

 



基督教聖約教會 
秋季聯合水禮受洗名單（2010 年 10 月 24 日） 

 

堂會名稱：         _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性性性性 別別別別 年年年年 齡齡齡齡 灑灑灑灑 水水水水 與受洗者之親屬關係與受洗者之親屬關係與受洗者之親屬關係與受洗者之親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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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主任/負責人：               日期：          
 （請填寫表格後於 2010年 10月 6日前，以電郵 admin@mcc.org.hk或傳真 2798-6980交回總會。） 



基督教聖約教會聯合水禮 

 

接受水禮者注意事項 

1. 水禮日期：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四日(主日) 

2. 時間：下午三時正 

3. 地點：九龍官塘曉明街 26 號堅樂中學禮堂 

4. 鼓勵接受水禮者邀請親友觀禮，見証 神救贖宏恩。 

5. 請攜帶內外更換衣服、毛巾及拖鞋。 

6. 各堂會負責安排一位堂會代表拍照，受洗者毋須自行邀請攝

影師。 

7. 接受水禮者需穿上浸袍（弟兄們請穿著長褲，姊妹們如有長

褲可穿長褲） 

8. 所有接受浸禮者於地下 H16 室進行浸禮前之簡佈會，新葡於

下午二時十五分穿著浸袍出席，並在簡佈會後按大會招待指

引依次入座。 

9. 請穿鞋子參加聚會，直至水禮之程序時，在上台後才脫下鞋

子(可換上拖鞋)。 

10. 水禮後從速更換衣服，然後返回禮堂。 

 

基督教聖約教會聯合水禮 

 

接受水禮者注意事項 

1. 水禮日期：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四日(主日) 

2. 時間：下午三時正 

3. 地點：九龍官塘曉明街 26 號堅樂中學禮堂 

4. 鼓勵接受水禮者邀請親友觀禮，見証 神救贖宏恩。 

5. 請攜帶內外更換衣服、毛巾及拖鞋。 

6. 各堂會負責安排一位堂會代表拍照，受洗者毋須自行邀請攝

影師。 

7. 接受水禮者需穿上浸袍（弟兄們請穿著長褲，姊妹們如有長

褲可穿長褲） 

8. 所有接受浸禮者於地下 H16 室進行浸禮前之簡佈會，新葡於

下午二時十五分穿著浸袍出席，並在簡佈會後按大會招待指

引依次入座。 

9. 請穿鞋子參加聚會，直至水禮之程序時，在上台後才脫下鞋

子(可換上拖鞋)。 

10. 水禮後從速更換衣服，然後返回禮堂。 

 



聖約教會水禮各堂會事奉安排記錄聖約教會水禮各堂會事奉安排記錄聖約教會水禮各堂會事奉安排記錄聖約教會水禮各堂會事奉安排記錄  (REV.2010-2) 

日期 講員 主席及領唱 招待 襄禮 施浸 灑水 見證 祝福 為新葡祈禱 

04 春 劉龍華先生 堅樂堂  朱墣皿牧師、冼偉

雄先生 

朱舞丹姑娘 恩臨堂 譚玉江牧師 李桂英姑娘 

04 秋 徐朱小娟姑娘 遠東堂  譚玉江牧師、黃昭杰先生 堅樂堂 吳偉明牧師 鄺碧凝姑娘 

05 春 譚玉江牧師 堅中堂 

同工 

朱墣皿牧師、黄順成先生 堅樂堂 譚玉江牧師 李桂英姑娘 

05 秋 譚玉江牧師 麗道堂 堅樂堂 吳偉明牧師、 

黄順成先生 

胡襯蓮姑娘 恩臨堂 挪威聖約教會同工 何麗儀姑娘 

06 春 李惠儀姑娘 恩臨堂 麗道堂 譚玉江牧師 李桂英姑娘 取消 譚玉江牧師 李桂英姑娘 

06 秋 譚玉江牧師 遠東堂 耀安堂 吳偉明牧師、陳文生牧師 麗道堂 譚玉江牧師 李桂英姑娘 

07 春 黃順成先生 堅樂堂 堅恩堂 譚玉江牧師、朱墣皿牧師 厚恩堂 譚玉江牧師 李惠儀姑娘 

07 秋 挪威聖約教會的新

任會長  

Jarle Raamunddal 牧

師 

麗道堂 豐欣堂 吳偉明牧師、柯尊輝牧師 堅中堂 吳偉明牧師 何麗儀姑娘 

08 春 伍德輝先生 厚恩堂 麗晶堂 朱墣皿牧師、吳柏池先生 -- 朱墣皿牧師 黎麗嫦姑娘 

08 秋 吳偉明牧師 麗晶堂 盛恩堂 譚玉江牧師、陳文生牧師 -- 朱舞丹牧師 羅耀龍先生 

09 春 朱墣皿牧師 豐欣堂 厚恩堂 吳偉明牧師、羅耀龍先生  朱墣皿牧師 李桂英姑娘 

09 秋 挪威聖約教會同工 耀安堂 恩臨堂 朱墣皿牧師、李志雄先生  吳偉明牧師 李惠儀姑娘 

10 春 胡襯蓮姑娘 堅恩堂 遠東堂 譚玉江牧師、黃順成先生  朱舞丹牧師 李志雄先生 

10 秋 何麗儀姑娘 盛恩堂 

堅 

中 

堂 

堅樂堂 吳偉明牧師、池俊文先生  譚玉江牧師 柯尊輝牧師 

為了均衡各堂會就聯合水禮的承擔，回應各堂會不同的聲音，已整理過往水禮各項事奉安排的記錄，並定下以後幾季領敬拜的輪值表，

以致每堂會一起承擔聖約教會聯合水禮，假若有堂會在該次事奉中未能作出安排，請自行聯絡其他堂會對調，然後通知水禮統籌作備

註。另請負責襄禮堂會派出三名弟兄姊妹負責襄禮（三人中包括至少一名弟兄及一名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