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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 六 崇 拜 程 序       29/09/2019 

 

主席：鄧淑怡姊妹 

 

 

敬    拜──────────────────────敬拜隊 

「萬主之主、萬王之王」 

「黑暗終必過去」 

「站於天地之間」 

 

讀  經───主題：堅定信靠‧持守託付─────蘇曉紅姊妹 

    

舊  約：耶利米書   32：1-3 上,6-15,  (舊約 1177 頁） 

福  音：路加福音   16：14-15,19-31   (新約 119 頁） 

書  信：提摩太前書  6：6-19          (新約 327 頁）    

    

講  道───講題：亞伯拉罕及財主的對話──曾兆基義務教士 

    

奉  獻───────「站於天地之間」────────眾坐 
(今主日多收一次奉獻，作為支持本堂宣教差傳專款) 

    

牧禱及家事────────────────────教牧同工 

    

祝福差遣─────────────────────教牧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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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席：葉灼玲姊妹               司琴：梁靜琳姊妹 
 
 
始禮頌─────────────────────────眾坐 

 

「主在聖殿中，主在聖殿中，普天下的人， 

在主面前都應當肅靜，肅靜，肅靜，應當肅靜。阿們。」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主席    
 

我要向耶和華說：「我的避難所、我的山寨、我的上帝，你是 

我所倚靠的。拯救我們的上帝啊，求你因你名的榮耀幫助我們！ 

(詩篇 91：2） 

 
唱  詩──────「聖哉三一歌」(普頌第 1首)─────起立同唱 
 
啟應禱文─────────────────主席讀啟，會眾讀應 
    

啟： 主是我們的避難所、我們的山寨、我們的上帝，主是我

們所倚靠的。 

應應應應：：：：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你是我們的山寨你是我們的山寨你是我們的山寨你是我們的山寨，，，，我們就得保護我們就得保護我們就得保護我們就得保護。。。。    

啟：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因貪戀錢財而背離信仰，用許多

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你們這屬上帝的人哪，要逃避這些

事。 

應應應應：：：：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你是我們的倚靠你是我們的倚靠你是我們的倚靠你是我們的倚靠，，，，我們就得供應我們就得供應我們就得供應我們就得供應，，，，並當知足並當知足並當知足並當知足，，，，堅堅堅堅

定信靠定信靠定信靠定信靠。。。。    

啟： 你們要追求公義、敬虔、信心、愛心、忍耐、溫柔；甘

心施捨，樂意行善。 

應應應應：：：：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你是我們的上帝你是我們的上帝你是我們的上帝你是我們的上帝，，，，我們就當持定永生我們就當持定永生我們就當持定永生我們就當持定永生，，，，把握那真把握那真把握那真把握那真

正的生命正的生命正的生命正的生命。。。。    

同誦同誦同誦同誦：：：：求主幫助我們求主幫助我們求主幫助我們求主幫助我們，，，，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回應你的呼召回應你的呼召回應你的呼召回應你的呼召，，，，

一生持守託付一生持守託付一生持守託付一生持守託付，，，，以報主恩以報主恩以報主恩以報主恩。。。。奉基督聖名祈求奉基督聖名祈求奉基督聖名祈求奉基督聖名祈求。。。。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祈  禱────────────────────────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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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禱 文───────────────────默禱後細聲同唱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的名為聖。 
願父的國降臨，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求父今日賜給我們。 
又求饒恕我們的罪，因為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直到永遠。阿們 

    
 

唱  詩───「成聖工夫歌」(普頌第 617 首)───起立同唱 
 

讀  經───主題：堅定信靠‧持守託付───曾淑雯姊妹 

    

舊  約：耶利米書   32：1-3 上,6-15,  (舊約 1177 頁） 

福  音：路加福音   16：14-15,19-31   (新約 119 頁） 

書  信：提摩太前書  6：6-19          (新約 327 頁）    

    

講  道─講題：亞伯拉罕及財主的對話─曾兆基義務教士 

    
唱  詩───「至死隨主歌」(普頌第 616 首)──起立同唱 
    
奉  獻────────────────────眾坐 

 
(今主日多收一次奉獻，作為支持本堂宣教差傳專款)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牧禱及家事─────────────────教牧同工 
 
祝福差遣───────阿們頌───────祝福後同唱 
    

阿  們， 阿  們， 阿  們 ，阿  們。 
 

    
〈〈〈〈先先先先    讓讓讓讓    主主主主    禮禮禮禮    及及及及    詩詩詩詩    班班班班    退退退退    席席席席    ，，，，    會會會會    眾眾眾眾    默默默默    禱禱禱禱    後後後後    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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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家家    事事事事    報報報報    告告告告    》》》》    

《《《《    代代代代    禱禱禱禱    事事事事    項項項項    》》》》    

    

    
    
    
    
    

1. 歡迎首次蒞臨本堂聚會的朋友，敬請留下芳名，以便聯絡。 

1. 本堂過去一直使用「宣教差傳專款」奉獻支持本港基督教機構，今主

日夾附「豐收慈善基金」單張，介紹機構的工作，弟兄姊妹可以奉獻

該專款以表示支持。 

2. 本年度第三次堂區議會將於今主日，2:15pm於欣圍樓舉行，請各代表預留

時間出席。 

3. 教會祈禱會於今週六(28/9)崇拜後，及主日(29/9)崇拜前進行，敬請弟兄

姊妹出席，一同為教會、社會及世界祈禱 

4. 下週六及主日為聖餐主日，敬請弟兄姊妹預備身心靈，同領主餐。主

日崇拜後設有午膳聯誼，請留步享用並自備餐具。 

5. 下週三 10 月 3 日量血壓旱餐會，敬希垂注。 

6. 沙田堂足球隊將於9月29日晚上8時參加福音聯賽與證基堂對賽，地點為馬

鞍山硬地足球場，歡迎弟兄姊妹前來觀賽打氣。 

1. 為已開始的青成主日學及7/10的全教會讀經營祈禱，願主的靈感動弟兄姊

妹渴慕的心。 

2. 為香港祈禱，在動盪不安的時局下，求主賜港人在心靈上，和身體、精神

上有平安，又求主施行奇妙作為，平息矛盾與紛爭，修補撕裂，求主賜下

平安和憐憫。 

3. 為本堂患病的肢體禱告，願主賜下安慰及平安，常與他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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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崇拜崇拜崇拜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    
    

  

 28/928/928/928/9        29/929/929/929/9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任曉昕姊妹 梁悅明姊妹 

王敏姍姊妹 郭家成弟兄 

劉玉媚姊妹 袁蘊華姊妹 

謝再生弟兄 馮錦芳姊妹  

程佩新姊妹 伍愛玲姊妹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沈立平弟兄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蘇炳鏗弟兄 劉啟樑弟兄/陳藹婷姊妹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宋振洲弟兄 林禮濤弟兄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陳藹姍姊妹 

 

下

週

 5555////10101010    普世聖餐普世聖餐普世聖餐普世聖餐    6/106/106/106/10 普世聖餐普世聖餐普世聖餐普世聖餐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黃仲君姊妹 曾兆基義務教士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王澤堂牧師 王澤堂牧師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敬拜隊 B 鄧美信姊妹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陳育賢弟兄 司徒潔瑩姊妹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麥浩邦弟兄 陳桂清姊妹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林禮濤弟兄 林禮濤弟兄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    聖靈降臨後第十七主日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耶利米哀歌 1:1-6 路加福音 17:5-10 提摩太後書 1:1-14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陳靜雅姊妹 鄭錦玲姊妹 葉智聰弟兄 譚家齊弟兄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林晴姊妹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李晴峯弟兄 曾頌為弟兄 

何文諾弟兄 余穎彤姊妹 

陳藹怡姊妹 袁蘊華姊妹 陳桂清姊妹

羅美寶姊妹 趙少娟姊妹 鄧石成弟兄

鍾淑貞姊妹 

     21/921/921/921/9    22/922/922/922/9    

主日獻金主日獻金主日獻金主日獻金    

堂費堂費堂費堂費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獻獻獻獻花花花花、、、、刊刊刊刊    

慈惠慈惠慈惠慈惠    

堂所發展堂所發展堂所發展堂所發展    

宣教差傳宣教差傳宣教差傳宣教差傳    

學校教育學校教育學校教育學校教育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527527527527.00.00.00.00    

6,060.006,060.006,060.006,060.00    

    

    

    

    

2,000.002,000.002,000.002,000.00    

420.00420.00420.00420.00    

2,370.52,370.52,370.52,370.50000    

17,700.0017,700.0017,700.0017,700.00    

100.00100.00100.00100.00    

    

    

    

100.00100.00100.00100.00    

2,090.002,090.002,090.002,090.00    

總總總總                數數數數    9,007.009,007.009,007.009,007.00    22,360.5022,360.5022,360.5022,360.50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61616161 人人人人    190190190190 人人人人    

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    ////    19191919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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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栽培訓練部   讀讀讀讀經營經營經營經營 2019201920192019：《：《：《：《拾回初心拾回初心拾回初心拾回初心‧‧‧‧承擔使命承擔使命承擔使命承擔使命》》》》    

藉著堂慶三十五週年的日子，盼望透過讀經營的信息，讓弟兄姊妹掌握使徒

行傳（徒一 1-六 7）的時代背景及初期教會的建立。與此同時，也透過對應

香港教會目前的處境，以及本堂的處境，反思堂會及個人的事奉路向與從新

委身，重整生命作奉獻，藉此作為呈獻給上主的堂慶禮物。   

日  期：10 月 7 日(一)重陽節假期 

時  間： 9：30am─4：30pm 

地  點：豐盛校園一樓禮堂 

主題研經講員：劉翠玉博士 (前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兼任講師， 

現任中華基督教公理堂宣教師) 
收  費：費用全免 
報名截止日期：29/9/2019 

# 敬 請 弟 兄 姊 妹 向    領領領領    導導導導    團團團團    報報報報    名名名名    ####    

 
循道衛理 

香港•菲律賓   青少年文化交流節 
香港．菲律賓文化交流日 

是次活動有約 20 位來自菲律賓循道衞理總議會的青少年，希望透過工
作坊和活動，讓大家去認識和分享不同處境下的信仰生命，彼此支持學
習，成為基督裡互勵互勉的伙伴。 

日期：10 月 12 日（禮拜六） 
時間：上午 11 時至下午 9 時 
地點：衞斯理大樓 17 樓（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 
對象：約 15 至 24 歲的青少年，需用簡單英語對答 
內容：文化交流、崇拜、工作坊、活動、文化晚會（包括午餐和晚餐，

自由奉獻） 
截止報名日期：10 月 6 日（主日） 
查詢及報名，請電 37254600 或電郵 paul@michk.com 與麥志立宣教師聯
絡 

 
青少年活動展覽  

展出以往菲律賓循道衞理青少年總議會的精選青少年活動計劃。對外開
放，歡迎參觀。  
日期：10 月 12 至 13 日（禮拜六、日） 
地點：衞斯理大樓 G/F 地下大堂（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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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禮拜堂主辦 

韓德爾《彌賽亞》聖誕音樂會 
 

日期及時間： 12 月 14 日（六）晚上 7:30pm（第一場） 

12 月 15 日（日）下午 3:30pm（第二場） 

內 容： 《彌賽亞》神曲分為三個部分，合共五十三個樂章，由四

位獨唱者、混聲合唱團及管弦樂團合力演繹。期望透過這

次音樂會的舉辦，能讓更多人認識信仰、紀念耶穌基督的

救恩。 

演 出 者： 葉葆菁女士（女高音獨唱） 

Mr Reginald Mobley（假聲男高音） 

譚天樂先生（男高音獨唱） 

林俊先生（男低音獨唱） 

Mr Eric Monson（合唱指導） 

國際禮拜堂彌賽亞合唱團 

國際禮拜堂彌賽亞管弦樂團 

票 價： $350（一樓堂座）；$250（二樓樓座） 

購 票 方 法： 瀏覽國際禮拜堂網頁（www.michk.com）直接以信用卡購

買；或 

致電 37254600 聯絡唐展煌先生（Gary）訂票 

是次音樂會收益將全數撥捐國際禮拜堂作藝術事工發展之用。 

本堂 

 

八月份經常費收支結算 

支出項目 全年預算  8 月份  1-8 月份 

2019 預算

%(b)/(a) 收入項目 全年預算  8 月份  1-8 月份 

2019 預算

%(b)/(a) 

  (a)   (b)   (a)   (b) 

同工薪津 1,498,000   108,853  853,284 57.0% 經常奉獻 3,574,000   230,148 2,033,261 56.9% 

行政 74,000 876 39,552 53.4% 節期奉獻 22,000  1,322 6.0% 

聖禮 26,500 1,122 15,470 58.4% 其他收入 16,000      1,558 6,981 43.6% 

節期 3,500  0 0.0% 總議會(欣)租金 62,000  52,284 84.3% 

事工 205,700 16,337 78,086 38.0% MIC 100,000      1,000 14,700 14.7% 

其他支出 147,300 7,215 54,880 37.3%       

總議會(欣)租金 62,000  52,284 84.3%      

MIC 100,000 1,000 14,700 14.7%      

總議會例捐 1,657,000     138,083 1,104,662 66.7%      

共支 3,774,000     273,486 2,212,919 58.6% 共收 3,774,000  232,706 2,108,549 55.9% 

經常費盈(虧)     (40,781) (104,369)      

       232,706 2,108,549    232,706 2,108,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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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會鴨脷洲堂、北角衞理堂聯合主辦 

 

“My DarlingMy DarlingMy DarlingMy Darling””””ReunionReunionReunionReunion — 台灣嘉義、大林訪宣分享會 
 
日期：十月十一日（禮拜五） 

時間：晚上七時半至九時半 

地點：本會香港堂 607 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6 號） 

內容： 1. 兩堂訪宣隊成員分享於 9 月 12 日至 9 月 19 日在台灣嘉義、大

林訪宣之旅的學習體見； 

2. 並邀得協助是次訪宣之旅的宣教士分享在台灣宣教之概況及需

要。 

歡迎各堂弟兄姊妹參加，報名請登入：https://bit.ly/2mHXLq4  

或掃瞄 QR Code 進入報名。如有查詢，請致電 2554-2173 鴨脷洲堂與卓

廸舜會吏聯絡。 

 
 
 

 

本會宣教牧養委員會屬下  本地宣教事工執行委員會主辦 
 

「「「「尋獲至寶尋獲至寶尋獲至寶尋獲至寶」」」」培靈會培靈會培靈會培靈會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若你有心志服事長者，與他們分享

生命中的至寶──耶穌基督的福音，邀請你參與…… 

 

日  期：2019 年 10 月 26 日（禮拜六） 

時  間：下午 3 時至 5 時 

地  點：本會九龍堂禮堂（九龍加士居道 40 號） 

對  象：１．歷屆長者院舍宣教大使 

  ２．已參與或有心志參與服事長者之弟兄姊妹 

  ３．家中有長者之會友 

內  容：詩歌敬拜、見證分享、主題信息、互相代禱 

講  員：李炳光牧師【本會前任會長、現任 MEM 佈道團團長】 

分享嘉賓：何秀蘭女士【禧福協合「天國耆兵」課程統籌】 

報名方法：掃瞄二維碼或瀏覽 https://forms.gle/5FxfPusi8MTaRuuf9 

查詢請致電聯絡總議會辦事處許曼芝女士（3725 4531）或李栢怡女士（3725 4532）  

報名請掃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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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宣教牧養委員會屬下  金齡事工專責小組主辦 
 

「金齡」徵名比賽 
 

金齡事工專責小組於 2016 年成立，主力推廣「金齡事工」異象，關心

本會金齡信徒之身、心、社及靈四方面，凝聚彼等建立集宣教、牧養

及服務之實踐平台推動「金齡事工」，活出豐盛生命，實踐使命。 

 

本專責小組以 50 歲或以上，即將退休或退休十年內之本會信徒及未信

主之親友為主要服事對象，現希望能集思廣益，創作更正面、積極及

活潑之名字以代表「金齡」一詞。 

 

「金齡」徵名比賽詳情如下—— 

參加資格：任何有興趣參與之本會會友，年齡不限。 

作品規格：１．字數及次數不限，可混合使用中英文，惟不接受全英

文之名稱； 

２．參賽作品須附約 50 字解釋創作理念；及 

３．提交作品時須同時提供參賽者之正確資料，包括所屬堂

會、中文姓名、聯絡電話及電郵。 

評審準則：貼題、具創意、能反映金齡人士之特質 

投稿方式：１．以電郵遞交至 aes.mp@methodist.org.hk； 

     ２．郵寄至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衞斯理大樓 14 樓（請 

註明「金齡事工徵名比賽」）；或 

     ３．傳真至 2866 1879。 

截止日期：2019 年 10 月 31 日（禮拜四） 

備  註：優勝者將獲贈豐富禮物並於 2020 年 2 月 16 日（主日）舉行

之「黃金十年」再闖高峰啟航大會中舉行頒獎禮。 

 
查詢請致電 3725 4531 聯絡總議會辦事處許曼芝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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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宣教牧養委員會屬下  本地宣教事工執行委員會主辦 
 

城男•故事   男士音樂晚會 
 

分享音樂、分享經歷、分享你、我、他的人生故事 

 

日  期：2019 年 11 月 23 日（六） 

時  間：下午 6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 

地  點：本會國際禮拜堂 6 樓（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 

內  容：簡單晚餐、歌曲、見證分享、主題信息 

嘉  賓：陳恩明牧師【基督教豐盛生命堂顧問牧師】 

對  象：本會 35 歲或以上之本會弟兄及未信主之親友 

費  用：每位$100 

截止日期：2019 年 11 月 4 日（禮拜一） 

 

請於本會網站 www.methodist.org.hk/news/activities/下載報名表 

查詢聯絡總議會辦事處許曼芝女士（3725 4531） 

 

 

社會服務部 社會事務關注小組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 

  修訂《逃犯條例》引起之風波至今已持續三個多月，不少弟兄姊妹

因而感到身心疲累，甚至不安沮喪。有見及此，社關小組特訂於二０一

九年十月十九日晚上舉辦一場醫治心靈之聚會，讓參加者於此晚上放下

個人政見，在上帝的話語中得着安慰。活動詳情如下—— 

  日  期：二０一九年十月十九日（禮拜六） 

  時  間：晚上八時至十時 

  地  點：本會九龍堂禮堂（九龍油麻地加士居道四十號） 

  嘉  賓：葛琳卡博士（臨床心理學家） 

  信仰回應：林 津牧師（本會社會服務部部長） 

  內  容：唱詩、播放短片（邀請不同身分人士分享感受）、教授紓

緩情緒 之方法、信仰回應及祈禱。 

 
 

鼓勵弟兄帶領 

未信主朋友一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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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信徒培訓部  基督裏的良伴專責小組主辦 

二０二０年台中靜山靜修體驗團  
與麵包同眠  

 

靜修地點：台中靜山靈修中心（台中彰化市大埔路 2 巷 1 弄 40 號） 

     【詳情請瀏覽 www.amdgchinese.org/retreat】 

日  期：二０二０年四月十四日至十七日（禮拜二至五，四日三夜） 

行程內容：專題探討、靜修操練及安排靈修輔導（由靈修中心靈修導師主領） 

專題講員：曹志誠先生（靜山靈修中心靈修導師） 

專題內容：從「意識省察」、「靈閱頌禱」、「依納爵式默觀祈禱」小組分享中

學習親近上主。 

隨團牧者：本會林綺紅牧師、任遠輝會吏 

對  象：已完成「基督裏的良伴」靈命塑造訓練小組之本會會友。 

名  額：十五人（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費  用：每位$4,700 【註】 

【註：1. 費用包括：香港至台中來回機票、靜山靈修中心兩晚住

宿、酒店一晚住宿（佔半房）、當地膳食及交通等費用。 

2. 不包括：簽證費、旅遊保險、靈修中心個別約見靈修指

導等費用。 

3. 如欲享用酒店單人房，需繳付額外費用並於報名時提出。】 

早鳥優惠：每位$4,500（2019 年 10 月 30 日前完成報名及繳交按金為準） 

報名方法：請填妥報名表後，連同按金支票港幣$2,000 寄回總議會辦事處 

     （郵寄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衞斯理大樓 14 樓）， 

     辦事處收妥報名表後，會透過電郵與參加者確認。 

截止日期：二０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出發前講解會：二０二０年三月廿二日（主日）下午三時（地點待定） 

查  詢：請致電 3725 4529 聯絡總議會辦事處梁翠湄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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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團 校 董 會法 團 校 董 會法 團 校 董 會法 團 校 董 會 ／／／／ 校 董 會 會 議 日 期校 董 會 會 議 日 期校 董 會 會 議 日 期校 董 會 會 議 日 期     
 

本會屬下中、小學法團校董會及幼稚園幼兒園校董會二０一 

九年下半年之會議日期經已編定如下，至於時間、地點及議 

程將於會前一星期由有關學校另函寄奉，敬希列位校董預留 

時間，屆時撥冗出席，共策聖工進行。 
 

 

 

 

 

 

 

將軍澳循道衞理小學 十月十四日 （禮拜一） 

將軍澳循道衞理幼稚園 十月廿八日 （禮拜一） 

北角衞理小學 十月三十日 （禮拜三） 

循道中學 十月卅一日 （禮拜四） 

華英中學 十一月一日 （禮拜五）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 十一月一日 （禮拜五） 

藍田循道衞理小學 十一月二日 （禮拜六） 

北角循道學校 十一月二日 （禮拜六） 

筲箕灣循道衞理幼稚園 十一月四日 （禮拜一） 

沙田循道衞理小學 十一月五日 （禮拜二） 

主恩堂幼稚園幼兒園 十一月五日 （禮拜二） 

愛華村堂幼稚園幼兒園 十一月十一日 （禮拜一） 

亞斯理幼稚園幼兒園 十一月十二日 （禮拜二） 

觀塘循道幼稚園 十一月十二日 （禮拜二） 

衞理中學 十一月十三日 （禮拜三） 

循道學校 十一月十三日 （禮拜三） 

亞斯理衞理小學 十一月十四日 （禮拜四） 

北角衞理堂幼稚園幼兒園 十一月十五日 （禮拜五）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十一月十六日 

十一月十六日 

（禮拜六） 

（禮拜六） 

鯉魚門循道衞理幼稚園 十一月十九日 （禮拜二） 

葵涌循道中學 十一月廿二日 （禮拜五） 

丹拿山循道學校 十一月廿三日 （禮拜六） 

大埔循道衞理小學 十一月廿六日 （禮拜二） 

馬鞍山循道衞理小學 十一月廿七日 （禮拜三） 

油麻地循道衞理楊震幼兒學校 十一月廿七日 （禮拜三） 

李惠利中學 十一月廿八日 （禮拜四） 

循道衞理田灣幼稚園幼兒園 十一月廿八日 （禮拜四） 

何文田循道衞理楊震幼兒學校 十一月廿八日 （禮拜四） 

炮台山循道衞理中學 十一月廿九日 （禮拜五） 

大埔循道衞理幼稚園 十二月三日 （禮拜二） 



13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牧事工部 主辦 

《時代論壇》、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協辦 

第十三屆週年牧養研討會 2019 

主題：「教會公關與公義」 

當教會面臨醜聞困擾或置身社會爭議時，堅守公義原則與緩和危機可能嗎？ 

引言： 

「公義」是⼀切⾏事的⾸要原則，沒有什麼妥協餘地。「公關」不⼀定是巧⾔令⾊、迴避事實，

不過多少也要避重就輕，期待帶來緩和危機的妙方。 

「公義」與「公關」似乎不易並存，然⽽「公關公義」卻是近年公關業界感興趣探討的問題之⼀，

因為在資訊流轉極快、極廣的時代，罔顧公義的公關策略，結果可能造成更大的公關災難！ 

教會依循聖經的教導，仗義執言，申張正義，大概也符合公眾的期望。可是當教會不幸捲入醜聞

的旋渦，又或是要對具爭議的社會議題作出回應時，教會會否為顧及自身的名聲而要以公關技巧

尋求脫身呢？面對公義與公關的張力，教牧同工、教會領袖當如何自處及作適切的判斷呢？ 

本年度牧養研討會以「教會公關與公義」為主題，旨在探討當教會面臨醜聞困擾或置身社會爭議

時，堅守公義原則與緩和危機可以並存嗎？ 

大會主題講員：利嘉敏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回應講員：胡志偉牧師（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關瑞文教授（本院(教務)副院⻑） 

「公義原則 vs 教會的公共形象」論壇嘉賓：袁天佑牧師（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前會⻑）、陳淑儀

牧師（中華基督教會香港閩南堂牧師）、鄧偉棕律師（執業律師、專欄作家）、王紀堯小姐（《誌》

獨立網媒記者） 

研討會舉行及報名詳情： 

日期：  2019年10月15日（星期二） 

地點： 香港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四樓視聽中心（九龍樂富杏林街22號） 

時間：  上午9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費用： $100﹝費用不包括午膳﹞ 

⽀持宗派或同⼀堂會5位或以上同工團隊報名可獲8折優惠 

全時間神學生費用全免 

請填妥網上報名表格，連同支票，寄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牧事工部收。 

查詢：3943 4415        電郵：pastoral@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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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李景雄牧師九秩榮壽感恩崇拜暨頌讚會 

  為慶祝本會長牧李景雄牧師九十大壽，本會牧師部訂

於十月十二日（禮拜六）下午五時正至六時三十分在香港

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本會國際禮拜堂聖堂舉行慶祝及感

恩崇拜暨頌讚會，由李景雄牧師以「春、夏、秋、冬」為

題，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亦蒙李冰老師之門生、九龍堂午

堂詩班及尼希米小組獻唱。歡迎主內同工同道參加，共證

主恩，並於崇拜後留步與李牧師拍照留念。由於場地所限，

未能安排茶聚，尚請諒察。 

    

 

講 道 筆 記                               講員：曾兆基義務教士 

講題：亞伯拉罕及財主的對話 

經文：路加福音   16：14-15,19-3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