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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割 節 感 恩 主 日     24/11/2019 

週 六 崇 拜 程 序 

 

主席：陳育賢弟兄 

 
 
詩歌敬拜------------------------------------敬拜隊 

 
「祢是君王」 

「禱」 

「選擇生命」 
 

讀    經-----主題：基督君王救贖主--------黃仲君姊妹 
   

舊約：耶利米書    23：1-6     (舊約 1160 頁) 

新約：路加福音    23：33-43   (新約 133 頁) 

書信：歌羅西書     1：11-20   (新約 307 頁) 

 
講    道--講題： 耶穌啊，求你記念我們----任志強弟兄 
 
感恩奉獻--------------------------------------會眾 
 
【素祭】………細麵、麥餅、麵飽   
                                                                李晴峯弟兄李晴峯弟兄李晴峯弟兄李晴峯弟兄、、、、陳敏芝陳敏芝陳敏芝陳敏芝姊妹姊妹姊妹姊妹、、、、陳俊達弟陳俊達弟陳俊達弟陳俊達弟兄兄兄兄    

 

「你們可以把這些物獻給耶和華當作初熟的供物。」  

                                    (利2：12上) 
 
【燔祭】………燃點著之爉燭            勞敏儀宣教師勞敏儀宣教師勞敏儀宣教師勞敏儀宣教師 
                                           

「燔祭的要把一切全燒在壇上，當作燔祭，是獻給耶和華  

  為馨香的火祭。」                   (利1：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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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祭】……油、酒         韋鍵鏘弟韋鍵鏘弟韋鍵鏘弟韋鍵鏘弟兄兄兄兄、、、、梁慧思姊梁慧思姊梁慧思姊梁慧思姊妹妹妹妹    

 

「油和酒象徵喜樂、尊榮和健康，也常用於獻祭，表

示我們和上帝與鄰舍之間的和好關係及福祉。平安祭

是唯一准許獻祭者分享祭品的祭禮。 」     

(利7：11-18) 

 
【獻祭與扶貧】.初熟土產、蔬果   李振明弟兄李振明弟兄李振明弟兄李振明弟兄、、、、林晴姊林晴姊林晴姊林晴姊妹妹妹妹 

 
「耶和華啊，看哪，現在我把你所賜我地上初熟的土產

供上…我已將聖物從家裡拿出來，給了利未人、寄居的

孤兒和寡婦，是遵照你吩咐我的一切命令。」 

                             (申26:10上、13) 
 

【甘心獻呈】……金錢、乾糧奉獻             全體會友全體會友全體會友全體會友 
 

「在耶和華你上帝所選擇的地方朝見他，不可空手朝

見耶和華。各人要按自己手中的能力，照耶和華你上

帝所賜你的福，奉獻禮物。」         

(申16：16下-17) 

 

「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各人要隨心所願，不

要為難，不要勉強，因為上帝愛樂捐的人。上帝能將

各樣的恩惠多多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

多做各樣善事。                   (林後 9：6-8) 
 
回回回回                應應應應---------------「「「「禱」------------全體同唱 
    
牧禱及家事牧禱及家事牧禱及家事牧禱及家事-----------------------------王澤堂牧師 
    
祝福差遣祝福差遣祝福差遣祝福差遣-------------------------------王澤堂牧師 

    
＜ 會  眾  默  禱  後  散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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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割 節 感 恩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席：曾兆基義務教士             司琴：鄧少琴姊妹 
    
始禮頌始禮頌始禮頌始禮頌--------------------------------------------------------------------------------------------------------------------------------------------------------眾坐 
 

同來讚美主基督，神聖詩章出肺腑 

彼此口唱又心和，齊將榮耀歸上主。阿們。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主席 

主—以色列的上帝是應當稱頌的！因他眷顧他的百姓，

為他們施行救贖，在他僕人大衛家中，為我們興起了拯

救的角，(路加福音 1：68-69) 
  
唱唱唱唱        詩詩詩詩------------------------「大哉聖名歌」(普頌 43 首)    ----------------起立同唱 
  
啟應禱文啟應禱文啟應禱文啟應禱文--------------------------------------------------------------------------------------------主席讀啟，會眾讀應 
 

啟： 耶穌，你是榮耀的大君王、生命的源頭，是昔在、今在、

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應應應應：：：：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永活真神的兒子永活真神的兒子永活真神的兒子永活真神的兒子，，，，願上帝榮耀的光輝願上帝榮耀的光輝願上帝榮耀的光輝願上帝榮耀的光輝，，，，永恆之光臨永恆之光臨永恆之光臨永恆之光臨

到我們到我們到我們到我們。。。。    

啟： 耶穌，你是好牧人、是永恆的光，是道路、真理與生命。 

應應應應：：：：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永活真神的兒子永活真神的兒子永活真神的兒子永活真神的兒子，，，，願我們願我們願我們願我們按正路而行按正路而行按正路而行按正路而行，，，，得得得得着基督着基督着基督着基督的的的的

救恩救恩救恩救恩。。。。    

啟： 我們要以感謝為祭獻給上主，因他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加給

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做各樣善事。 

應應應應：：：：    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叫我們凡事富足叫我們凡事富足叫我們凡事富足叫我們凡事富足，，，，能多多施捨能多多施捨能多多施捨能多多施捨，，，，使人藉着我們而產使人藉着我們而產使人藉着我們而產使人藉着我們而產

生感謝上帝的心生感謝上帝的心生感謝上帝的心生感謝上帝的心。。。。    

啟： 我們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

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上帝所賜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

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應應應應：：：：    我們要常常喜樂我們要常常喜樂我們要常常喜樂我們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不住地禱告不住地禱告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凡事謝恩凡事謝恩凡事謝恩，，，，因為這是上帝因為這是上帝因為這是上帝因為這是上帝

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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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祈祈祈        禱禱禱禱--------------------------------------------------------------------------------------------------------------------------------------------------------主席 
    
主禱文主禱文主禱文主禱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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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唱唱唱        詩詩詩詩------------------------「謝恩奉獻歌」(普頌 507 首)--------------------起立同唱 
 
讀讀讀讀        經經經經----------------------------主題：基督君王救贖主------------------------關潔慧姊妹 

   

舊約：耶利米書   23：1-6      (舊約 1160 頁) 

新約：路加福音   23：33-43    (新約 133 頁) 

書信：歌羅西書    1：11-20    (新約 307 頁)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講題：耶穌啊，求你記念我們！--任志強弟兄 
    
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會眾 
 
【素祭】細麵、麥餅、麵飽   

陳榮照弟兄陳榮照弟兄陳榮照弟兄陳榮照弟兄、、、、鄺月梅姊妹鄺月梅姊妹鄺月梅姊妹鄺月梅姊妹、、、、張偉文弟張偉文弟張偉文弟張偉文弟兄兄兄兄    

 

「你們可以把這些獻給耶和華當作初熟的供物。」(利2：12上)  

                                     
 
【燔祭】………燃點著之爉燭            伍蕙珠姊妹伍蕙珠姊妹伍蕙珠姊妹伍蕙珠姊妹 
                                         

「燔祭的要把一切全燒在壇上，當作燔祭，是獻給耶和華

為馨香的火祭。」                      (利1：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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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祭】……油、酒          程佩新程佩新程佩新程佩新姊妹姊妹姊妹姊妹、、、、葉俊葉俊葉俊葉俊傑傑傑傑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油和酒象徵喜樂、尊榮和健康，也常用於獻祭，表示我們和

上帝與鄰舍之間的和好關係及福祉。平安祭是唯一准許獻祭者

分享祭品的祭禮。 」                     (利7：11-18) 

 
【獻祭與扶貧】初熟土產、蔬果  沈立平弟兄沈立平弟兄沈立平弟兄沈立平弟兄、、、、葉灼玲姊葉灼玲姊葉灼玲姊葉灼玲姊妹妹妹妹 

 

「耶和華啊，看哪，現在我把你所賜我地上初熟的土產供上我

已將聖物從家裡拿出來，給了利未人、寄居的孤兒和寡婦，是

遵照你吩咐我的一切命令。」            (申26:10上、13) 

 
【甘心獻呈】金錢、乾糧奉獻                全體會友全體會友全體會友全體會友 

 

「在耶和華你上帝所選擇的地方朝見他，不可空手朝見耶和

華。各人要按自己手中的能力，照耶和華你上帝所賜你的福， 

奉獻禮物。」                         (申16：16下-17) 

 

「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各人要隨心所願，不要為難， 

不要勉強，因為上帝愛樂捐的人。上帝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加 

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做各樣善事。  

 (林後 9：6-8) 

   
唱  詩------------------------「萬恩之主歌」(普頌 329 首)------------------------起立同唱 
 
牧禱及家事------------------------------------------------------------------------------------------------------------------------王澤堂牧師 
 
祝福差遣--------------------------------------------------------阿們頌------------------------------------------王澤堂牧師 
 

阿  們， 阿  們， 阿  們 ，阿  們。 
 
 

〈先 讓 主 禮 及 詩 班 退 席 ， 會 眾 默 禱 後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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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祈禱會於今週六崇拜後及主日崇拜前進行，敬請弟兄姊妹預時間出

席。 

2. 今週六及主日為收割感恩節主日，本堂於崇拜時段中讓弟兄姊妹獻呈乾

糧食物或金錢，匯集後將轉交本會觀塘社會服務處神愛關懷中心的社區

食物銀行，送助有需要人士，敬請弟兄姊妹踴躍支持。 

3. 上週三量血壓早餐會共80人，下次是4/12，敬希垂注。 

4. 本堂同工退修計劃營於26-27/11在衞理園進行，敬請代禱紀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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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堂在12月21日下午舉行佈佳音，在附近社區頌唱聖誕詩歌及派發聖誕

禮物，現招募詩班員，練習時間是14/12(六)及15/12(日)之崇拜後，請

向梁慧思姊妹或同工報名。 

1. 為上主日三十五週年堂慶感恩崇拜獻上感恩，願主激勵弟兄姊妹繼續努

力事奉，回報上主深厚恩典。 

2. 今主日是收割感恩主日，讓弟兄姊妹一同感謝主恩後，努力承擔託付，

事奉上帝。 

3. 為新一年堂區領袖禱告，願主加能賜力，讓他們一同尋求和思考堂會在

來年的發展。 

4. 為今主日開始的青成主日學禱告，讓弟兄姊妹享受聖經學習，將信仰實

踐在生活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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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為仍然留守在香港理工大學的抗爭者祈禱，願主賜他們平安與安全，能

盡快和平地離開現場；也為數百位在事件中被拘捕的青年人禱告，求主

讓他們得到合情合理合法的對待。 



7 
 

 

 

《《《《崇拜崇拜崇拜崇拜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    
    

    

    

    23232323/11/11/11/11    收割節收割節收割節收割節    24242424/11 /11 /11 /11 收割節收割節收割節收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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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愛玲姊妹 
陳福林弟兄  譚玉嬋姊妹 
鄺月梅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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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林禮濤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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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淑儀姊妹 林依靈姊妹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陳藹姍姊妹 

 

下

週

 30/1130/1130/1130/11 聖餐聖餐聖餐聖餐    1/121/121/121/12 聖餐聖餐聖餐聖餐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鄧淑怡姊妹 伍蕙珠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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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泳渝姊妹 鄺月梅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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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炳鐘弟兄 林禮濤弟兄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    將臨期第一主日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以賽亞書 2:1-5 馬太福音 24:36-44 羅馬書 13:11-14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陳靜雅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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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曉昕姊妹  梁悅明姊妹 

王敏姍姊妹  郭家成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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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17/117/117/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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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差傳宣教差傳宣教差傳宣教差傳    
堂所發展堂所發展堂所發展堂所發展    
堂慶感恩堂慶感恩堂慶感恩堂慶感恩    

3,501.503,501.503,501.503,501.50    

14,700.0014,700.0014,700.0014,700.00    

13,050.0013,050.0013,050.0013,050.00    

500.00500.00500.00500.00    

    

50.0050.0050.0050.00    

1,000.001,000.001,000.001,000.00    

200.00200.00200.00200.00    

總總總總                數數數數    33,001.5033,001.5033,001.5033,001.50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215215215215 人人人人    

聖餐人聖餐人聖餐人聖餐人數數數數    158158158158 人人人人    

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    16161616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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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          2020202020202020 會會會會    友友友友    代代代代    表表表表    選選選選    舉舉舉舉    結結結結    果果果果 
 

於 11 月 10 日開票，並由黃達森弟兄、陳俊達弟兄及張偉文弟兄負

責點票，謹此致謝。 
 
是次選舉共收選票：119 張   (有效票：116 張) 
 
選舉結果如下：陳敏芝、陳榮照、程佩新、鍾淑貞、葉灼玲、 

葉俊傑、鄺月梅、林  晴、李晴峯、李振明、 

麥浩邦、伍蕙珠、沈立平、韋鍵鏘、任志強、 

葉康明 
 

                         「堂 區 議 會 聯 席 會 議」 

並請新舊堂區領袖出席十二月八日(主日)「堂區議會聯席會議」。

一年一度的堂區議會計劃日除了讓新舊議會成員互相認識外，敬請

現屆和新一屆堂區議會成員出席：  
 
日  期：8/12/2019  時  間：2:00-5:00Pm   地  點：欣圍樓大禮堂     
如有疑問或未克出席如有疑問或未克出席如有疑問或未克出席如有疑問或未克出席，，，，請聯絡請聯絡請聯絡請聯絡 KATYKATYKATYKATY。。。。    

 
本堂聖誕節    「「「「兒兒兒兒    童童童童    洗洗洗洗    禮禮禮禮」」」」    及及及及「「「「轉轉轉轉    會會會會    禮禮禮禮」」」」 
 

兒童的洗禮，乃父母在上帝和會眾面前，一方面將兒童的主權交回上

帝，另一方面承諾擔起養育、教育和引領歸主的責任。願兒童在會眾代

禱和上帝恩典中，能得著赦罪、聖潔和屬靈的生命。洗禮兒童至十六歲

時，須接受「堅信禮」，以表明其自己作基督徒之決心，方成為本會「成

年教友」。凡十六歲以下，在其居住之親屬中必須有基督徒長輩，而其

親屬亦為本堂教友，皆可接受「洗禮」。請向同工索取兒童洗禮報名表。 

教會乃基督徒屬靈的家，讓信徒透過彼此支持鼓勵，加倍領受上帝之

恩，並一同更有力地作服事和見證。教會一向本著大公教會之精神，接

納信徒、不分任何宗派，均享有參與聚會、領受聖餐，甚至參與事奉等

神聖權利。為方便牧養關懷，並本會法規之要求，別會教友須轉入本會

成為會友，才能享有進一步的權利，並承擔更大的事奉責任。凡穩定出

席本堂崇拜、聚會一年以上者，曾於其他宗派接受洗禮之成年人，並願

意加入屬靈大家庭，歡迎向本堂同工申請轉會，成為正式會友。(註：

須經同工及有關小組面見後，通過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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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青成主日學本堂青成主日學本堂青成主日學本堂青成主日學                    我們讀的聖經版本我們讀的聖經版本我們讀的聖經版本我們讀的聖經版本：：：：和修本上帝版和修本上帝版和修本上帝版和修本上帝版    
 

今年是和合本聖經面世一百周年，而和合本修訂版聖經出現也接近

10 年了。究竟二者有什麼分別，而究竟為什麼聖經又分為上帝版和

神版？希望能夠和大家一齊談談這個問題。 
 
日 期：24/11，1/12（主日） 

時 間: 下午 1:30 

地 點：欣圍樓 

導 師：曾兆基義務教士 

請請請請    到到到到    領領領領    導導導導    團團團團    枱枱枱枱    報報報報    名名名名    

 

感恩之人 恩上加恩 

收割節感恩主日今週隆重舉行 

收割節感恩主日是教會定為全體信徒每年向上帝感謝恩典的節

期，於每年秋天舉行。農村信主同道在農產秋收之後，因感於五穀豐

收有賴於上帝所賜風調雨順，所以於這節期大量奉獻瓜菜果穀，表示

感謝神恩。居住城市之主內弟兄姊妹從事工商業之成就，雖不限於秋

天，但能與農村的主內同道選定相同的時間，獻上謝恩祭，頌讚上帝，

應是極有意義之節日。 

今年「收割節感恩崇拜」定於十一月廿二至廿四日舉行，本會各

堂會同時舉行感恩崇拜，敬希主內同道數算神恩，例如︰ 

身體靈魂得蒙保守平安，工作事業獲得進展成就 

新婚、添丁、壽辰、病癒，樣樣都是神恩 

新居、升學、畢業、陞職，事事都應感謝 

神恩數算不盡，難道我們像十個痳瘋病人得醫治，只有一個回來

感謝耶穌麼？因此，我們謹以至誠，請主內弟兄姊妹以虔誠謙卑之心

赴會，共同感謝神恩，並接受上帝今後所賜新的恩典。 

本堂今年收割節奉獻之款項半數撥交總議會教牧人員退休頤養基本堂今年收割節奉獻之款項半數撥交總議會教牧人員退休頤養基本堂今年收割節奉獻之款項半數撥交總議會教牧人員退休頤養基本堂今年收割節奉獻之款項半數撥交總議會教牧人員退休頤養基

金金金金，，，，半數作為本堂經常費之用半數作為本堂經常費之用半數作為本堂經常費之用半數作為本堂經常費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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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社會服務處            
神愛關懷中心的神愛關懷中心的神愛關懷中心的神愛關懷中心的「「「「社區食物銀行社區食物銀行社區食物銀行社區食物銀行」」」」    

 政府在全港五區設立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服務處成功投標，獲社

會福利署批准開辦「天糧網」 

 將以地區為本的扶貧工作植根於觀塘地區 

 貧窮人並非只是一堆堆數字，而是活生生存在於我們的身邊。過去幾

年間，透過新來港人士服務、基層人士服務、老人服務，我們接觸到

不少貧困的市民。縱然，很多人認為經濟已在好轉中，但事實告訴我

們貧窮人士仍未受惠於這些經濟成果。因此，我們相信，貧窮及饑餓

問題是存在我們的社區當中。 

 食物銀行只是服務處轄下神愛關懷中心所辦的眾多扶貧項目其中之一 

 本處為區內基層貧窮家庭及人士提供多元化社區支援服務，當中包括

社區食物銀行服務、短期食物援助計劃、清貧學童支援計劃、就業及

支援服務、社智企業、二手店及社區經濟項目等，以抒緩生活壓力及

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我們又關注民生議題及倡議勞工權益，藉以建

立更公義及仁愛的社會。 

 面對這嚴峻的處境，我們盼望以社區食物銀行的工作回應觀塘區貧窮

人的需要，以實踐基督信仰的教誨及履行，作為「地區為本」機構的

責任。 

 上帝在扶貧工作中不斷更新我們服侍貧窮人的視野。食物銀行的存在

的確是一個神蹟，上帝是我們一切所需的供應者。 

 

本會社會服務部社會事務關注小組            
呼呼呼呼        籲籲籲籲    

我們相信上帝掌管一切，同時相信我們應該在社會中盡公民責任，努

力謀求大眾的福祉。因此，請已登記成為選民的會友於 11 月 24 日（（（（本本本本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區議會選舉積極參與投票。今次區議會選舉每一區均有多於一

位候選人，請弟兄姊妹審慎考慮，負責任地投下你的一票。 
 

請 踴 躍 投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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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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分享大使差遣信仰分享大使差遣信仰分享大使差遣信仰分享大使差遣及見證分享及見證分享及見證分享及見證分享會會會會    

 

日  期：二０二０年一月十三日（禮拜一） 

時  間：下午六時半（自助晚膳）；下午七時半（聚會） 

對  象：信仰分享大使畢業生及各堂宣教部部長及負責同工 

報  名：請向各堂信仰分享大使聯絡員或負責同工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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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的呼喚 心靈的觸動」 

洪水橋宣教遠象祈禱會(六)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馬太福音 7:7）感謝天父在洪水橋宣教事工上一直引領和開路。

往後每季的祈禱會，我們都會在洪水橋一所由基督徒開辦的「晶晶

中英文幼稚園」舉行，同時探索未來一、兩年在區內的宣教工作，

並積極呼籲弟兄妹回應在區内開設佈道所的異象。 

我們很需要你一起來禱告和參與教會在新界西北洪水橋的宣教

工作。 

現將第六次祈禱會之詳情臚列如下—— 

日期：2019 年 12 月 8 日（主日） 

時間：下午 3:00-5:30 

地點：晶晶中英文幼稚園 

（元朗洪水橋丹桂村路 1 號麗虹花園 4-5＆10-12 號地下樓） 

內容：敬拜（九龍堂），聖誕信息（卓迪舜會吏），為「晶晶中英

文幼稚園」、未來一、兩年的宣教工作和在區內開設佈道所

的跟進事宜祈禱，在洪水橋社區派發聖誕禮物包及介紹本會

區內之工作，聖誕聯歡茶聚。 

交通：建議乘搭西鐵至天水圍站：轉乘 3 號月台去友愛 751 輕鐵，

至洪水橋站下車 

* 2:15 至 3:15 有天水圍堂弟兄姊妹在洪水橋輕鐵站指引與會

者步行約五分鐘至聚會點 * 

 

改期改期改期改期    與與與與 2020202020202020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之之之之「「「「見證分享會見證分享會見證分享會見證分享會」」」」聯合舉辦聯合舉辦聯合舉辦聯合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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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 膝 寶 座 前 
 

循道衞理會全教會祈禱會 
 

「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太 6:13） 
 

日期：2019 年 11 月 24 日（今主日）  

時間：下午 3:00-4:30  

地點：本會安素堂(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4 號) 

內容 :１.同來敬拜，尋求主面  

２．同心祈禱，仰望上主 為牧者、總議會層面事工、為本會在社 

會的服侍和見證及 現時香港社會的困境祈禱  

３．同領聖餐，領受祝福  

同工和弟兄姊妹，懇切邀請你們來， 讓我們一起屈膝在上主 

寶座前，尋求主的面， 使我們與上主一起同工，參與祂在本 

會和社會中正進行的工作， 將榮耀歸給主 

 

社會服務部 社會事務關注小組 

快 快 地 聽 

  本小組於十月十九日晚上舉行之「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聚會

反應理想，參加者認為嘉賓葛琳卡博士之分享有助彼等放鬆心情及紓緩

情緒。為使更多弟兄姊妹得益，本小組再次邀請葛博士於二二二二００００一九年十一九年十一九年十一九年十

二月七日下午二月七日下午二月七日下午二月七日下午主領另一場聚會，讓會友在這紛亂的社會中學習如何聆

聽。活動詳情如下—— 

日 期：二０一九年十二月七日（禮拜六） 

時 間：下午二時至四時半 

地 點：本會衞斯理大樓 13 樓 1302 室   

信仰分享：林 津牧師（本會社會服務部部長） 

嘉 賓：葛琳卡博士（臨床心理學家） 

內 容：唱詩、信仰分享、嘉賓分享、祈禱 

報 名：請於十二月四日十二月四日十二月四日十二月四日（（（（禮禮禮禮拜拜拜拜三三三三））））或之前或之前或之前或之前上網報名

（http://bit.do/fgUFg） 

查詢：請致電 25280186 與總議會辦事處同工黃潔瑩女士或劉凱瑩女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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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禮拜堂普通話主日崇拜 

普通話團契是說普通話的朋友屬靈的家，若你身邊有說普通話的親友，
請向他們推介普通話團契的活動： 

1. 普通話主日崇拜： 

日期 2019 年 11 月 24 日 2019 年 12 月 1 日 

講員 
本會國際禮拜堂前堂主任 

梅浩華牧師 

本會前會長 

盧龍光牧師 

講題 基督是君王？ 待定 

經文 路 23:33-43；西 1:11-20 待定 

時間 上午 10:30 上午 10:30 

地點 本會國際禮拜堂 5 樓禮堂 本會國際禮拜堂 5 樓禮堂 

午餐

安排 

主日崇拜後，供應簡單午餐飯盒， 

每份$38。 
午飯後，設福音性查經班及研經班。 

主日崇拜後，供應簡單午餐飯盒，每份$38。 
午飯後，設特別講座 

「如何認識、關心、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

查詢或預訂午餐：請電郵 rebekah@michk.com 聯絡陳靜茹宣教師  

2.2.2.2. 「「「「如何認識如何認識如何認識如何認識、、、、關心關心關心關心、、、、支援有特支援有特支援有特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殊教育需要的孩子殊教育需要的孩子殊教育需要的孩子？」？」？」？」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簡稱簡稱簡稱簡稱 SENSENSENSEN））））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香港有許多 SEN 的孩子，他們可能就在我們的周圍，只是我們

尚未認識他們、亦未走進他們的生活中，發掘他們的強項，助他們

茁壯成長。誠摯邀請您來參加我們的講座，對這個群體有更深的認

識！ 

講員：姚穗珍校長 

香港大學教育碩士（輔導科）、香港大學教育碩士（特殊教

育），曾任教拔萃女書院及羅富國教育學院，曾任職教育局

學生輔導組（專業培訓），本會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創校校

長（1995-2014），現任大教育平台之項目顧問。 

編著：《躍出彩虹》 

日期：2019 年 12 月 1 日 

時間：下午 1:30-3:30 

地點：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衞斯理大樓 5 樓禮堂  

語言：廣東話（備有普通話翻譯） 

對象：弟兄姐妹以及身邊有 SEN 群體的人士 

內容：1.何為「SEN」？ 

2.SEN 群體目前在香港的情況和需要？ 

3.從信仰角度去反思如何關心和支援 SEN 群體？ 

目標：1.讓參加者對 SEN 群體有更多的認識； 

2.讓參加者知道如何關心和支援 SEN 群體。 

報名：電郵 john@michk.com 或電話/微信/WhatsApp 聯繫 92437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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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衞理園「屬靈導引事工」舉辦 

「無助不安中的看見」 
 

社會愈見紛亂，關係愈發撕裂，價值愈趨崩潰，人在亂局之中倍感無助不安。聖

經告訴我們，正在這不安的社會處境，人期盼、仰望上主將臨。我們希望提供一

個安靜的空間，讓大家彼此聆聽、抒發、擁抱，在靜修中聆聽上主的聲音，體會

祂指引我們在無助不安中如何盼望與仰望。 
 
內  容：靜禱、靈閱、繪畫、小組及群體彼此聆聽 

對  象：歡迎 35 歲或以下的青年參加 

日  期：2019 年 11 月 30 日（六） 

時  間：2-5pm 

地  點：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九龍堂百年堂（九龍油麻地加士居道 40 號） 

費  用：全免 

報  名：請登入 https://forms.gle/wK79GWcRaPd3jYnU8 或掃描 

導  師：梁錦華先生 （中國神學研究院校牧） 

     潘錫麒宣教師（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禧恩堂） 

     柯秉蕙姑娘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衞理園屬靈導師）    
    

更多 2019 年靈修活動詳情，可瀏覽以下網址 http://mrc.methodist.org.hk/sdm 

如有查詢，請致電 29842608 / 25272026，或電郵 orpw@methodist.org.hk 聯絡 

柯秉蕙姑娘。 

歡迎邀約歡迎邀約歡迎邀約歡迎邀約「「「「個人靈修指個人靈修指個人靈修指個人靈修指導導導導」」」」或或或或「「「「主領主領主領主領團體團體團體團體靈修活動靈修活動靈修活動靈修活動」」」」 

 

講 道 筆 記                                   講員：任志強弟兄 

講題：耶穌啊，求你記念我們！  

經文：耶利米書 23：1-6 路加福音 23：33-43 歌羅西書  1：11-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