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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主 日 
                週 六 崇 拜 程 序       20/10/2019 

 

主席：李振明弟兄 

 

 

敬    拜──────────────────────敬拜隊 

「神配得尊稱」 

「最好的福氣」 

「懇求主」 

 

讀  經───主題：持守所信‧盡忠見證─────陳婉儀姊妹 

    

舊  約：耶利米書   31：27-34    (舊約 1176 頁） 

福  音：路加福音   18：1-8      (新約 122 頁） 

書  信：提摩太後書  3：14-4：5  (新約 333 頁）    

    

講  道───講題：「用末世的眼光來禱告」───勞敏儀宣教師 

 

分  享─────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周惠珍女士 

 

奉  獻──────────「懇求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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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健 康 主 日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席：伍蕙珠姊妹               司琴：鄧美信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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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 (詩篇 119：97） 

 
唱  詩──────「讚美上主歌」(普頌 10 首)───-──起立同唱 
 
啟應禱文─────────────────主席讀啟，會眾讀應 
    

 

啟： 創造生命的主，我們感謝你，你建立我們的後代，讓我們得享你
創造的世界。 

應： 主，我們感謝你，我們讚美你！ 
 
啟： 創造生命的主，我們感謝你，因你應許我們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我們肯定健康的身心靈是你給我們的恩典，也是我們要盡力持
守的福分。 

應： 主，我們感謝你，我們讚美你！求你讓我們在身體、心理和靈性上，
都能健康成長。 

 
啟： 創造生命的主，我們感謝你，你幫助迷失的人，為要拔出、拆毀與

傾覆，也必照樣看守他們，並要建立和栽植。 
應： 主，我們感謝你，我們讚美你！我們不可忘記你的恩惠！感謝你赦

免我們的罪孽，醫治我們的疾病。 
 
啟： 創造生命的主，我們感謝你。你賜下你的話語，於教訓、督責、使

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並叫屬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預備
行各樣的善事。 

應： 主，我們感謝你，我們讚美你！求你幫助我們持守所學習的和所確
信的，並因在基督耶穌裏的信有得救的智慧，在世上為主真道作見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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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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開眼歌」(普頌 399 首)─────起立同唱 
 

讀  經─────主題：持守所信‧盡忠見證────鄭綺明姊妹 

    

舊  約：耶利米書   31：27-34    (舊約 1176 頁） 

福  音：路加福音   18：1-8      (新約 122 頁） 

書  信：提摩太後書  3：14-4：5  (新約 333 頁）    
    

講  道───講題：「用末世的眼光來禱告」───勞敏儀宣教師 

    
唱  詩─────「愛傳福音歌」(普頌 582 首)─────起立同唱 
    

分  享──────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周惠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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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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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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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同工周惠珍女士蒞臨本堂周六及主日

分享，謹表歡迎並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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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

兄姊妹可以奉獻該專款以表示支持。 

1. 10 月 13 日當天進行了第六次「送菜顯關愛」，共派出瓜菜共 100 斤予

74 位已登記長者、並十多位街坊，更得以利亞團契共 14 位弟兄姊妹協

助。下次派菜日期為十一月十日，將由本堂堂區議會成員服事。 

2. 教會祈禱會於今週六崇拜後，及主日崇拜前進行，敬請弟兄姊妹出席，

一同為教會、社會及世界祈禱。 

3. 今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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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上週三量血壓早餐會共 76 人，下次是 6/11，敬希垂注。 

5. 黃翠賢姊妹於19-23/10領取年假，敬希垂注。 

1. 為本港政府剛公佈的施政報告禱告，願主讓香港政府能適切及到位地

回應社會各種挑戰和困局，亦能聆聽大眾市民的聲音，以大眾的利益

為依歸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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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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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何文誦弟兄 呂詠琛姊妹 

馮詩穎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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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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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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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李艷芬姊妹 

 

下

週

 26262626/10/10/10/10    聖樂聖樂聖樂聖樂    22227777/10 /10 /10 /10 聖樂聖樂聖樂聖樂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葉智聰弟兄 葉灼玲姊妹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林婉儀姊妹 林婉儀姊妹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敬拜隊 A 鄧少琴姊妹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李家澎弟兄 梁佩雯姊妹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陳重安弟兄 劉啟樑弟兄/陳藹怡姊妹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蘇炳鏗弟兄 林依靈姊妹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主日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約珥書 2：23-32 路加福音 18：9-14 提摩太後書 4：6-8,16-18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劉永楓弟兄 葉智聰弟兄 謝樂然弟兄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關淑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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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炳華弟兄 劉玉媚姊妹 羅雪貞姊妹 

伍愛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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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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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差宣教差宣教差宣教差傳傳傳傳    

堂所發展堂所發展堂所發展堂所發展    

午膳聯誼午膳聯誼午膳聯誼午膳聯誼    

1,31,31,31,380808080.00.00.00.00    

3333,,,,100100100100.00.00.00.00    

    

    

    

1,000.001,000.001,000.001,000.00    

    

    

1,1,1,1,701701701701....555500000000    

15151515,,,,340340340340.00.00.00.00    

2222,,,,750750750750.00.00.00.00    

777700.0000.0000.0000.00    

303030300.000.000.000.00    

    

1,01,01,01,000.0000.0000.0000.00    

1,000.001,000.001,000.001,000.00    

總總總總                數數數數    5555,,,,480480480480.00.00.00.00    22222,2,2,2,791791791791....55550000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66662222 人人人人    120120120120 人人人人    

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    ////    20202020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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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  29/9 堂區議會會議     議決事項撮要 
 

1. 選委陳榮照及陳敏芝擔任「信徒支援小組」成員，負責關顧在本堂實習之
神學生。 

2. 接納推選之 2020 年度部長及小組組長： 

崇拜事工部部長：梁慧思   栽培訓練部部長：曾兆基 

教友關顧部部長：張偉文   基督少年軍隊長：黃達森 

青少年部部長  ：陳俊達   兒童主日學學長：劉永楓 

3. 通過「會友代表候選人」名單初稿，選舉將於 26/10-10/11 舉行；點票
工作請曾兆基、張偉文、陳俊達及黃達森負責。而聯席會議則於 8/12
舉行。 

4. 本年度 22/12 為聖誕主日暨洗禮；另 24/12 為平安夜燭光崇拜及 31/12 為
年終感恩分享會，另 21/12 晚舉行社區報佳音活動，交由崇拜事工部及宣
教佈道部跟進。 

5. 從「方麗寬紀念專款」中撥款支持三位會友在 19-20 年度修讀神學課程(部
份時間)。 

6. 議決從「方麗寬紀念專款」撥出不多於 120 萬，奉獻北角衛理堂重建之用，
由本堂常務委員會選誌名房間，並積極鼓勵弟兄姊妹、團契及小組努力奉
獻。 

7. 本堂對洪大衛宣教師過往十一年在本堂忠心的服侍，表達衷心欣賞及致謝。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九月份九月份九月份九月份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    

支出項目 全年預算  9 月份  1-9 月份 

2019 

預算% 收入項目 全年預算  9 月份  1-9 月份 

2019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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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薪津 1,498,000 102,493 955,777 63.8% 經常奉獻 3,574,000  268,841 2,302,103 64.4% 

行政 74,000 6,172 47,286 61.8% 節期奉獻 22,000  1,322 6.0% 

聖禮 26,500 1,967 17,436 65.8% 其他收入 16,000    2,179 9,160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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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工 205,700 6,378 84,464 41.1% MIC 100,000      500 15,200 15.2% 

其他支出 147,300 9,120 64,000 43.4%       

總議會(欣)租金 62,000  52,284 84.3%      

MIC 100,000   500 15,200 15.2%      

總議會例捐 1,657,000 138,083 1,242,745 75.0%      

共支 3,774,000   264,713 2,479,193 65.7% 共收 3,774,000   271,520 2,380,069 63.1% 

經常費盈(虧)   6,807  (99,124) 

 

     

     271,520 2,380,069    271,520  2,38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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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度堂區議會 

「會友代表候選名單」徵詢 
 
本堂「堂區議會」是由教牧同工、義務教士、堂會職員(主席、
副主席、書記、司庫)、團契 / 小組領袖及會友代表組成。按本
會法規所定之會友代表選舉名額，由成年會友每二十人選舉一
人，而候選人須： 
 
1•年滿十八歲之會友； 
2•凡受洗加入或轉入本堂滿三年(計算至本年年底)；及 
3•過去十二個月於本堂崇拜出席率達百分之五十或以上 

(計算由去年 9 月至本年 8 月底止)。 
 
經初步核實後，符合資格者共 93 位： 
 

區惠梅 陳重安 陳靜雅 陳福林 陳家渭 陳桂清 陳敏芝 

陳雅芝 陳藹姍 陳藹婷 陳藹怡 陳瑞蘭 陳榮照 陳育賢 

陳婉儀 鄭潔瑩 鄭綺明 張政華 張泳童 張耀宏 徐頌雯 

鍾淑貞 司徒潔瑩 趙少娟 程佩新 馮錦芳 葉俊傑 葉灼玲 

江秀芳 江歡容 鄺月梅 關健雄 關潔慧 郭瑞文 黎亞妹 

林晴  林若思 林禮濤 林炳華 羅美寶 劉玉媚 李永強 

李艷芬 李振明 李晴峰 羅恆  梁家欣 梁佩雯 梁佩珍 

梁木喜 梁錦輝 梁悅明 梁靜琳 梁麗萍 羅家龍 羅雪貞 

麥浩邦 吳厚銘 伍肇源 伍蕙珠 彭景善 沈立平 蘇曉紅 

譚家齊 譚玉嬋 鄧家強 鄧淑怡 鄧石成 鄧少琴 鄧蔚琛 

鄧美信 唐雪媜 曾淑雯 謝曉盈 謝再生 曾靜文 黃仲君 

黃嘉恩 黃錦霞 黃素美 黃麗莉 黃敏賢 黃錫基 王作強 

韋鍵鏘 葉有  楊紹昌 葉康明 任志強 余文霞 袁蘊華 

袁迎璋 袁錦彬  
 
以上名單有任何修訂或補充，請於 10月 25 日前與同工聯絡， 
選票一經印發，不能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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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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賀價 ：每人$35 (長者丶全職學生丶會友家屬及街坊適用)  

感恩價 ：每人$135 (成人會友適用) 

開售日期：10 月 19 日 

名額  ：300 位，每席 12 位，額滿即止。 

報名可透過領導團登記或掃瞄二維碼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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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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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友關顧部及教友關顧部及教友關顧部及教友關顧部及    
成年部成年部成年部成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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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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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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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宣教牧養委員會屬下監獄事工執行委員會主辦 

2020 年監獄探訪事工 

監獄事工執行委員會透過基督教更新會安排下列院所探訪活動，詳情如下──── 

    

1. 1. 1. 1. 壁屋懲教所壁屋懲教所壁屋懲教所壁屋懲教所    

地  址：新界西貢清水灣道 399 號 

探訪對象：男性年青還押犯人及定罪犯人 

探訪日期：8/8（禮拜六）  

探訪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 

名  額：每次 9 人（參加之弟兄數目必須比姊妹為多） 

2. 2. 2. 2. 石壁監獄石壁監獄石壁監獄石壁監獄    

地  址：大嶼山石壁水塘道 47 號 

探訪對象：男性成年犯人 

探訪日期：20/2、21/5、20/8 及 19/11（禮拜四） 

探訪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 45 分 

名  額：每次 9 人（參加之弟兄數目必須比姊妹為多） 

3. 3. 3. 3. 沙咀懲教所沙咀懲教所沙咀懲教所沙咀懲教所    

地  址：大嶼山石壁水塘道 35 號 

探訪對象：勞教中心條例下受訓之男性青少年及男性年青定罪犯人 

探訪日期：22/2、14/3、9/5 及 28/11（禮拜六） 

探訪時間：上午 8 時 45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 

名  額：每次 7 人（參加之弟兄數目必須比姊妹為多） 

 

探訪內容：唱詩、短劇、魔術、遊戲、見證、信息及小組分享等 

參加者資格：本會 21 歲或以上，無親屬在任何監獄服刑，不在恆常探訪名單之內，

並獲堂主任推薦之信徒（如曾有犯罪案底，必須於探訪前最少兩個月

事先申報）。 

報名須知：1.堂會須按各院所之名額規定，自行籌組足夠人數參與，並於探訪前

不少於一個月提交中英文姓名及身份證號碼供懲教處審核（恕不接

受個別弟兄姊妹報名）。 

2.鼓勵各堂團契小組認領多於一次探訪。 

3.報名以先到先得形式進行，如反應熱烈，本執行委員會保留最終決

定權。 

簡 介 會：如需於探訪前舉辦簡介會，可與總議會辦事處許曼芝女士或李栢怡女

士聯絡並協助籌辦。 

截止日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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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請聯絡總議會辦事處許曼芝女士（3725 4531）或李栢怡女士（3725 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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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信徒培訓部  三年神學課程執行委員會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屆信徒三年神學課程屆信徒三年神學課程屆信徒三年神學課程屆信徒三年神學課程「「「「中國教會史中國教會史中國教會史中國教會史」」」」 
現設旁聽席 
日  期：二０一九年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月十一日（逢禮拜三，共七堂） 

講  師：邢福增教授（本會義務教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胡清心女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選人） 

內  容：讓學員認識近代中國教會發展史上幾位具代表性的傳教士，從而總結基督新
教入華的經驗，特別是中國教會所承受的歷史傳統與歷史包袱。 

時  間：下午七時四十五分至九時四十五分 

地  點：本會香港堂十樓（香港灣仔軒尼詩道三十六號） 

備  註：如出席七成或以上及完成本科要求，可獲發聽講證明 

費  用：每位八百元 

報名及查詢：①輸入網址 http://bit.do/fb7La 或掃描二維碼報名 

②請致電 3725 4530 聯絡總議會辦事處施泳欣女士 

 

講 道 筆 記                                   講員：勞敏儀宣教師 

講題：用末世的眼光來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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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修
訂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