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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 六 崇 拜 程 序       13/10/2019 

 

主席：梁慧思姊妹 

 

 

敬    拜──────────────────────敬拜隊 

「和撒那」 

「讓我禱告」 

「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 

 

讀  經───主題：承受考驗‧得享平安─────張泳童姊妹 

    

舊  約：耶利米書   29：1,4-7  (舊約 1170 頁） 

福  音：路加福音   17：11-19   (新約 121 頁） 

書  信：提摩太後書  2：8-15    (新約 332 頁）    

    

講  道──------─講題：「歸榮耀給上帝」─---─盧龍光牧師 

    

奉  獻─────「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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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俊傑弟兄               司琴：鄧少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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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民哪，你們當稱頌我們的上帝，使人得聽讚美他的聲音。 

 (詩篇 66：8） 

 
唱  詩──────「千古保障歌」(普頌 30 首)───-──起立同唱 
 
啟應禱文─────────────────主席讀啟，會眾讀應 
    

啟：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使你們被擄到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

安，為那城向耶和華祈求，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着得平安。 

應應應應：：：：    君王不能因兵多得勝君王不能因兵多得勝君王不能因兵多得勝君王不能因兵多得勝，，，，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我們的心向來等候我們的心向來等候我們的心向來等候我們的心向來等候

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他他他他是我們的幫助是我們的幫助是我們的幫助是我們的幫助，，，，是我們的盾牌是我們的盾牌是我們的盾牌是我們的盾牌，，，，我們向來倚靠我們向來倚靠我們向來倚靠我們向來倚靠他他他他的聖的聖的聖的聖

名名名名。。。。    

    

啟： 你們要記得耶穌基督，他是大衛的後裔，為我們受苦難，並從死人

中復活。 

應應應應：：：：    我們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我們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我們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我們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並要和主同受苦難並要和主同受苦難並要和主同受苦難並要和主同受苦難，，，，作基作基作基作基

督耶穌的精兵督耶穌的精兵督耶穌的精兵督耶穌的精兵。。。。    

    

啟： 你們當竭力在上帝面前作一個經得起考驗、無愧的工人，按着正意

講解真理的話。 

應應應應：：：：    求主賜我們恆心忍耐求主賜我們恆心忍耐求主賜我們恆心忍耐求主賜我們恆心忍耐和和和和悔改的心能明白真理悔改的心能明白真理悔改的心能明白真理悔改的心能明白真理，，，，同那以純潔的心追同那以純潔的心追同那以純潔的心追同那以純潔的心追

求公義求公義求公義求公義、、、、信實信實信實信實、、、、仁愛仁愛仁愛仁愛、、、、和平和平和平和平。。。。    

啟： 求聖靈引導我們行在真理之中，好使我們能成為這黑暗世代的明

燈，讓人得見上主的真光。 

應應應應：：：：    求主更新我們的心思意念求主更新我們的心思意念求主更新我們的心思意念求主更新我們的心思意念，，，，使我們能明白使我們能明白使我們能明白使我們能明白和和和和遵從上主美善的旨遵從上主美善的旨遵從上主美善的旨遵從上主美善的旨

意意意意，，，，並並並並得到那在基督耶穌裏的救恩和得到那在基督耶穌裏的救恩和得到那在基督耶穌裏的救恩和得到那在基督耶穌裏的救恩和平安平安平安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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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禱────────────────────────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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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城歌」(普頌 274 首)──────起立同唱 
 

讀    經─────主題：承受考驗‧得享平安────何兆斌弟兄 

    

舊  約：耶利米書   29：1,4-7  (舊約 1170 頁） 

福  音：路加福音   17：11-19   (新約 121 頁） 

書  信：提摩太後書  2：8-15    (新約 332 頁）    
    

獻  詩───────── 一生祢導航 ───────本堂詩班 

 

講  道──────講題：「歸榮耀給上帝」─────盧龍光牧師 

    
唱  詩─────「緊靠上主歌」(普頌 408 首)─────起立同唱 
    
奉  獻────────────────────────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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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承蒙本會前任會長盧龍光牧師蒞臨本堂周六及主日證道，謹表歡迎

並致謝忱。 

1. 今主日第六次派菜行動，願主透過此行動祝福新田圍邨的街坊，是

次活動將由以利亞團契擔任服事。 

2. 週一的《拾回初心‧承擔使命》讀經營 2019 共有 52 位弟兄姊妹參

加，一起反思堂會及個人的事奉路向與從新委身。 

3. 教會祈禱會於下週六(19/10)崇拜後，及下主日(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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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20/10)崇拜後，崇拜事工部舉行崇拜主席分享會，請擔任

崇拜主席準時出席，地點在學校地下會議室。 

1. 為週一舉行的讀經營感恩，讓弟兄姊妹有美好的學習，亦一同為沙

田堂獻上感恩禱告。 

2. 為香港目前動盪不安的時局祈禱，求主賜港人在心靈上平安，在人

身安全上有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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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1212/10/10/10/10        13131313/10/10/10/10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周龍輝弟兄 陳俊達弟兄 

鄭雅盈姊妹 

鄺月梅姊妹 曾兆基弟兄 鄧家強弟兄 

曾靜文姊妹 李艷芬姊妹 謝曉盈姊妹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陳藹婷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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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文誦弟兄 何文誦弟兄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關淑儀姊妹 葉俊傑弟兄/楊紹昌弟兄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袁蘊華姊妹 

 

下

週

 19191919/10/10/10/10    健健健健康康康康    20202020/10 /10 /10 /10 健健健健康康康康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李振明弟兄 伍蕙珠姊妹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勞敏儀宣教師 勞敏儀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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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婉儀姊妹 鄭綺明姊妹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溫志奕弟兄 曾兆基義務教士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曾泳渝姊妹 郭瑞文弟兄 鄧家強弟兄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    聖靈降臨後第十九主日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耶利米書 31:27-34 路加福音 18:1-8 提摩太後書 3:14-4:5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黃嘉恩姊妹 曾健恒弟兄 黃麗莉姊妹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李艷芬姊妹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何文誦弟兄 呂詠琛姊妹 陳福林弟兄 譚玉嬋姊妹 謝再生弟兄 

馮錦芳姊妹 程佩新姊妹 

     5/105/105/105/10    6/106/106/1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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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宣教宣教宣教差傳差傳差傳差傳    

堂所發展堂所發展堂所發展堂所發展    

聖餐慈善聖餐慈善聖餐慈善聖餐慈善    

1,396.001,396.001,396.001,396.00    

7,090.007,090.007,090.007,090.00    

    

    

    

    

    

410.00410.00410.00410.00    

1,303.001,303.001,303.001,303.00    

63,530.0063,530.0063,530.0063,530.00    

10,620.0010,620.0010,620.0010,620.00    

2,700.002,700.002,700.002,700.00    

2,020.002,020.002,020.002,020.00    

600.00600.00600.00600.00    

500.00500.00500.00500.00    

1,092.001,092.001,092.001,092.00    

總總總總                數數數數    8,896.008,896.008,896.008,896.00    82,365.0082,365.0082,365.0082,365.00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65656565 人人人人    13213213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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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人聖餐人聖餐人聖餐人數數數數    39393939 人人人人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113113113113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9999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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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35353535 周年堂慶周年堂慶周年堂慶周年堂慶        盆菜午宴 

人人賀堂慶人人賀堂慶人人賀堂慶人人賀堂慶。。。。齊齊食盆菜齊齊食盆菜齊齊食盆菜齊齊食盆菜    
    
歡迎會友及家人丶街坊摰友，經團契小组購票 

慶賀價  ：每人$35 (長者丶小童丶家屬丶街坊摰友適用) 

感恩價  ：每人$135 (在職會友適用) 

開售日期 ：10 月 19 日，(10 月 12 日起接受預定) 

名額有限 ：300 位，每席 12 位額滿即止。 

聚餐日期          時間          地㸃 

十一月十七日(主日)，下午一時正，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欲免向隅。購票從速※ 
 

送送送送    菜菜菜菜    顯顯顯顯    關關關關    愛愛愛愛    
適逢本堂 35 周年堂慶，及因應目前新田圍邨街市現況堪虞，本堂為鼓勵弟

兄姊妹關切社區，際此迫切機會服侍鄰舍，展現基督大愛讓更多坊眾認識上

帝的教會，實踐分享主愛。 

特為本堂各參與崇拜、福樂家團契和量血壓早餐會之長者舉行『送菜顯關

愛』。 

日  期：今主日(十月十三日)崇拜後 

時  間：下午十二時半至一時半止 

地  點：沙循中學有蓋操場 

對  象：歡迎各參與本堂崇拜、福樂家團契、或量血壓早餐會 

        之長者憑新證到取時令蔬果乙份。 

 

日期 活動 內容 負責統籌 

五月五日 培靈會 堅持初心共承擔 
講員：陳韋安博士 

堂慶籌備小組 

五月五日 至  
六月二十三日 

五十日每天不住禱告 重拾愛主初心、 
堅守承擔使命 

康明、鍵鏘、慧思 

六月二十三日 全教會祈禱會 敬拜、為全教會禱告 各籌委 

六月至十一月 
逢第二主日 

關切社區須要送菜行動 將關愛、喜悅帶進這
個社區的街坊 

教友關顧部及青少年
部 (各團契參與) 

七月廿八日 
八月四、十一日 

福音佈道訓練 裝備/堅固弟兄姊妹
佈道心志 

栽培訓練部(召集)、 
宣教佈道部 

十月七日 全堂讀經日營 靠主的話得力 栽培訓練部 

十一月十七日十一月十七日十一月十七日十一月十七日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同樂懇親宴同樂懇親宴同樂懇親宴同樂懇親宴    舉杯同樂午宴舉杯同樂午宴舉杯同樂午宴舉杯同樂午宴    教友關顧部及成年部教友關顧部及成年部教友關顧部及成年部教友關顧部及成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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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七日十一月十七日十一月十七日十一月十七日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堂慶堂慶堂慶堂慶感恩崇拜感恩崇拜感恩崇拜感恩崇拜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 : : : 林崇智牧師林崇智牧師林崇智牧師林崇智牧師    崇拜事工部崇拜事工部崇拜事工部崇拜事工部    

 

牧師部屬下「信仰分享專責小組」主辦 

（（（（困苦中的信仰生命困苦中的信仰生命困苦中的信仰生命困苦中的信仰生命））））    

信仰分享大使差遣大會信仰分享大使差遣大會信仰分享大使差遣大會信仰分享大使差遣大會    
日  期：二０一九年十一月廿四日（主日） 

時  間：下午三時 

地  點：本會香港堂（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6 號） 

講  員：李鼎新牧師（本會前任會長） 

內  容：短詩、「信仰分享」生命見證、培靈信息、頒章差遣、聯誼 

對  象：誠邀所有「信仰分享大使」出席，亦歡迎對「信仰分享運動」

有興趣及期望更積極參與主耶穌「大使命」的弟兄姊妹參加。 

查  詢：歡迎致電 2528 0186／3725 4509 聯絡姜紫霞女士 
 

香港循道衞理宗婦女聯會香港循道衞理宗婦女聯會香港循道衞理宗婦女聯會香港循道衞理宗婦女聯會    

活動取消活動取消活動取消活動取消 

 

原定於十月十九日（下週六）舉行的「2019 週年退修會」決定取消。

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婦女聯會熱線：6211-4539 

  

備註︰已交報名費的參加者，請向各堂代表聯絡退回費用。 

    

本會宣教牧養委員會屬下 

家庭牧養事工執行委員會主辦 

 

 

「網絡福與禍，溝通要清楚」系列講座 

如何善用手機作為促進家庭成員間之溝通及關係？ 

 

考慮近日香港社會情況、交通及安全等因素，原訂 2019 年 10 月

19 日（下禮拜六）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在本會九龍堂禮堂

（九龍油麻地加士居道 40 號）舉行之講座將會取消，敬請各位留

意。如有任何意見，懇請致電 3725 4531 聯絡總議會辦事處許曼

芝女士，謝謝！ 

 

改期至 11 月 24 日舉行 

活動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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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表演

精彩表演精彩表演

精彩表演 

  

 

 

 

北角衞理堂重建計劃 

籌款嘉年華 
 

日期：2019 年 10 月 20 日（主日） 

時間：下午 12:30 至 5:30 

地點：北角衞理小學及丹拿山循道學校 

   （北角百福道 2A 及 4 號） 

籌款嘉年華內容豐富，節目老少咸宜，深信與會者將度過一個愉快之下午，茲

將內容臚列如下—— 

躲避盤比賽（比賽時間：下午 12:30 至約 5:30） 

迄今有 19 隊報名參賽，其中兩隊為香港牧區之校隊，角逐冠、亞及季軍及 

傑出隊員獎項，並可角逐最高籌款額獎項（頭三名獲新廈之【水滴刻名紀念】），優勝 

隊伍將與教牧同工隊伍比賽，敬希會友積極奉獻支持牧者所屬堂會及牧區學校之隊伍參賽。 

天才表演（下午 3:00 至 4:00）丹拿山循道學校禮堂 

邀得香港聯區教牧同工、中小幼學校校長及學生演出，歡迎欣賞及贊助，演出 

項目如下—— 

1. 衞理同心獻妙韻——北角衞理堂幼稚園幼兒園阮校長、司徒園長及教師隊 

2. 循道衞理港島中小幼校長獻唱——循道衞理港島中小幼校長合唱小組 

3. 街舞展豐姿——香港聯區教牧同工及衞理中學學生隊 

4. 國際禮拜堂四男美聲歌頌組——MIC IL DIVO 

5. 耆幻魔法滿百福——北角堂長青牧區 

當日亦設特色美味優質午餐（用餐時間：下午 12:30 至 3:00）、 

多款特色小食、趣味好玩遊戲、義賣攤位（時間：下午 2:00 至 5:00） 

早鳥優惠 

10 月 6 日前購買$20$20$20$20現金現金現金現金代用券 5 張，即送$20$20$20$20現金現金現金現金贈券 1 張，多買多送。

鼓勵會友購買特色美味午餐餐券及現金代用券自用或送贈給出賽隊員或攤位

義工使用；贊助躲避盤隊伍出賽並捐贈遊戲攤位小禮物，更希廣邀親友赴會。

如有查詢，請致電與項目統籌幹事何玉群女士（電話：3725 4523）聯絡。 

【註：如活動當天中午十二時天文台懸掛或預告懸掛八號颱風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活動會順延下一個主日同時同地舉行。】 

 

美食及遊戲

美食及遊戲美食及遊戲

美食及遊戲 

  

 

八號

八號八號

八號 

  

 

截止報名

截止報名截止報名

截止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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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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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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3943 4415        電郵：pastoral@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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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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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筆 記                                     講員：盧龍光牧師 

講題：「歸榮耀給上帝」 

經文：耶利米書   29：1,4-7  路加福音  17：11-19  提摩太後書  2：8-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請掃瞄 

 

黃廣明義務教士安息禮拜 

本會觀塘堂會友黃廣明義務教士於二０一九年九月十九日

（禮拜四）安息主懷，在世生活五十七載。 

現謹訂於二０一九年十月廿六日（禮拜六）上午十時三十

分在本會九龍堂聖堂舉行安息禮拜（火葬禮安排容後公佈），

願主安慰其親屬。 

【註：由於地方所限，主家敬辭花籃。】 



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