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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聖聖聖    餐餐餐餐    主主主主    日日日日    

                                                    週週週週    六六六六    崇崇崇崇    拜拜拜拜    程程程程    序序序序                                0000112191121911219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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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祢公義降臨」 

 

讀    經---------主題：預備己心‧迎接救恩--------曾泳渝姊妹 

 

舊約：以賽亞書    2：1-5    (舊約 998 頁） 

福音：馬太福音   25：1-13   (新約 42 頁） 

書信：羅馬書     13：11-14  (新約 243 頁） 

 

講    道---講題：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王澤堂牧師 

 

奉    獻---------------「願祢公義降臨」---------------同唱 

（是日為聖餐主日多收一次奉獻，作為支持慈惠之用） 

 

家事及牧禱----------------------------------------教牧同工 

 

聖    餐----------------------------------------------眾坐 

 

祝福差遣------------------------------------------教牧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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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聖聖聖    餐餐餐餐    主主主主    日日日日        
主主主主    日日日日    崇崇崇崇    拜拜拜拜    程程程程    序序序序    

 

主席：伍蕙珠姊妹                        司琴：林晴姊妹 
 
始禮頌─────────────────────────眾坐 
 

以 馬 內 利 
 

以馬內利，以馬內利， 

祂名稱為以馬內利； 

神同在在我裏面， 

祂名稱為以馬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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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樂，因人對我說：「我們到耶和華的殿去。」 

詩篇 122：1 
 
唱  詩----------「主愛輝煌歌」(普頌 27 首)-----------起立同唱 
 
啟應禱文-------------------------------主席讀啟，會眾讀應 
 

啟：耶和華啊，早晨你必聽我的聲音；早晨我要向你陳明我的心思，並要

警醒。 

應應應應：：：：黑夜已深黑夜已深黑夜已深黑夜已深，，，，白晝將近白晝將近白晝將近白晝將近。。。。所以我們該除去暗昧的行為所以我們該除去暗昧的行為所以我們該除去暗昧的行為所以我們該除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帶上光明的兵器帶上光明的兵器帶上光明的兵器。。。。    

啟：你們要謹慎，要警醒，因為你們不知道那時刻幾時來到。 

應應應應：：：：我我我我們要警醒們要警醒們要警醒們要警醒，，，，因為那日子因為那日子因為那日子因為那日子，，，，那時辰那時辰那時辰那時辰，，，，我我我我們不知道們不知道們不知道們不知道。。。。總要警醒禱告總要警醒禱告總要警醒禱告總要警醒禱告，，，，免免免免

得陷入試探得陷入試探得陷入試探得陷入試探。。。。    

啟：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得見你的慈愛，又將你的救恩賜給我們。 

應應應應：：：：耶和華顯明了他的救恩耶和華顯明了他的救恩耶和華顯明了他的救恩耶和華顯明了他的救恩，，，，在列國眼前顯出公義在列國眼前顯出公義在列國眼前顯出公義在列國眼前顯出公義。。。。    

啟：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因為他行過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聖臂施行

救恩。 

應應應應：：：：主主主主————————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我救恩的力量啊我救恩的力量啊我救恩的力量啊我救恩的力量啊，，，，在戰爭的日子在戰爭的日子在戰爭的日子在戰爭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頭你遮蔽了我的頭你遮蔽了我的頭你遮蔽了我的頭。。。。    

啟：耶和華啊，願你的公義臨近，你的救恩發出。願你的膀臂要審判萬民，

眾海島都要等候你，倚賴你的膀臂。 

應應應應：：：：我們要因你的救恩誇勝我們要因你的救恩誇勝我們要因你的救恩誇勝我們要因你的救恩誇勝，，，，要奉我們神的名豎立旌旗要奉我們神的名豎立旌旗要奉我們神的名豎立旌旗要奉我們神的名豎立旌旗。。。。願耶和華成就你願耶和華成就你願耶和華成就你願耶和華成就你

一切所求的一切所求的一切所求的一切所求的！！！！    
 
祈    禱---------------------------------------------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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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禱 文-----------------------------------默禱後細聲同唱 
 

全體同唱：我們在天上的父， 

主席：願父名被尊為聖，  會眾：在地上如在天上。 

主席：願父國來臨，    會眾：在地上如在天上。 

主席：願父旨得成，    會眾：在地上如在天上。 

主席：我們日用的飲食，  會眾：今日賜給我們。 

主席：恕我們的罪，    會眾：如我們恕人的罪。 

主席：不叫我們遇見誘惑， 會眾：救我們脫離兇惡。 

主席：因為國度，     會眾：是父的； 

主席：權柄，       會眾：是父的； 

主席：榮耀，       會眾：是父的； 

全體同唱：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永世無盡。 

阿們，阿們。    
 

讀    經---------主題：預備己心‧迎接救恩----------鄺月梅姊妹 
 

舊約：以賽亞書    2：1-5    (舊約 998 頁） 

福音：馬太福音   25：1-13   (新約 42 頁） 

書信：羅馬書     13：11-14  (新約 243 頁） 
 

講    道----講題：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王澤堂牧師 

    
唱    詩-----------「基督再臨歌」(普頌 88 首)-------起立同唱 
    
奉    獻---------------------------------------------眾坐 

（是⽇為聖餐主⽇多收⼀次奉獻，作為慈惠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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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餐---------------------------------------------眾坐 
 
祝福差遣-----------------阿們頌----------------祝福後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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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歡迎蘇家安弟兄於 1/12 起加入本堂擔任宣教師，蘇弟兄為本會觀塘堂會

友，於 2018 年在崇基神學院畢業，願主賜福蘇弟兄的事奉。 

3. 本會印製的 2020 年月曆可以向領導團登記，以家庭為單位領取。 

1. 上週收割節感恩主日為本會神愛關懷中心「社區食物銀行」收集乾糧共3

大箱（麥片、罐頭、油、餅乾及粉面等）、16袋米，另金錢奉獻$1,400，

願主悅納我們之捐項禮物。 

2. 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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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堂區議會聯席會議於 8/12，2pm 在欣圍樓大禮堂舉行，敬請新舊成員預留

時間出席。另請各部長、團長及小組組長預備書面報告，於 4/12(三)前，

交/電郵行政助理 Katy，以便編印。 

4. 下週三(4/11)是量血壓早餐會，敬希垂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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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將臨期來到，願主賜弟兄姊妹警醒等候的心。 

2. 為聖誕報佳音禱告，願主感動弟兄姊妹成為詩班員及禮物大使祝福社區，

將主的愛在聖誕期間與其他人分享。 

3. 為本堂的同工團隊祈禱，求主賜福彼此的配搭及事奉的心志。 

4. 為新一年堂區領袖禱告，願主加能賜力，也為本堂及各部組在 2020 年的發

展及計劃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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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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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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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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淑貞姊妹 
趙少娟姊妹  鄧石成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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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聖餐聖餐聖餐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張耀宏弟兄 劉永楓弟兄 葉俊傑 葉康明 鄺月梅 張偉文 

陳瑞蘭 程佩新 譚家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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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林晴姊妹 

 

下

週

 7/127/127/127/12        8/128/128/128/12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葉智聰弟兄 周冠宗弟兄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杜頤弟兄 杜頤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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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耀宏弟兄 曾淑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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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文誦弟兄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林禮濤弟兄 葉俊傑弟兄/楊紹昌弟兄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    將臨期第二主日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以賽亞書 11:1-10,馬太福音 3:1-12,羅馬書 15:4-13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劉永楓弟兄 盧棠棣姊妹 沈立平弟兄 陳藹婷姊妹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袁蘊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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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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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23/1123/1123/11    24/1124/1124/11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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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銀食物銀食物銀食物銀行行行行    
收割節收割節收割節收割節    
北角衛理堂北角衛理堂北角衛理堂北角衛理堂    

770.00770.00770.00770.00    

10,477.0010,477.0010,477.0010,477.00    

100.00100.00100.00100.00    

    

    

    

    

200.00200.00200.00200.00    

2,670.002,670.002,670.002,670.00    

    

28,500.0028,500.0028,500.0028,500.00    

1,500.001,500.001,500.001,500.00    

200.00200.00200.00200.00    

300.00300.00300.00300.00    

    

    

1,200.001,200.001,200.001,200.00    

14,042.0014,042.0014,042.0014,042.00    

500.00500.00500.00500.00    

總總總總                數數數數    14,217.0014,217.0014,217.0014,217.00    46,242.0046,242.0046,242.0046,242.00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65656565 人人人人    114114114114 人人人人    

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    ////    22222222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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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             十月份財務報表   
 

支出項目 全年預算  10 月份  1-10 月份 2019 預算% 收入項目 全年預算  10 月份  1-10 月份 2019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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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薪津 1,498,000     105,145  1,060,922 70.8% 經常奉獻 3,574,000    217,736 2,519,839 70.5% 

行政 74,000 1,367  48,653 65.7% 節期奉獻 22,000  1,322 6.0% 

聖禮 26,500       1,498  18,934 71.5% 其他收入 16,000 52 9,213 57.6% 

節期 3,500 776  776 22.2% 總議會(欣)租金 62,000      16,318 68,602 110.6% 

事工 205,700 12,831 97,296 47.3% MIC 100,000  15,200 15.2% 

其他支出 147,300       9,845  73,845 50.1%      

總議會(欣)租金 62,000      16,318  68,602 110.6%      

MIC 100,000  15,200 15.2%      

總議會例捐 1,657,000     138,083  1,380,828 83.3%      

共支 3,774,000     285,863  2,765,056 73.3% 共收 3,774,000    234,107 2,614,176 69.3% 

經常費盈(虧)      (51,757) (150,880)      

       234,107  2,614,176       234,107 2,614,176  

 
 
   ＊基 督 將 臨 節＊  

 

聖誕節前有四個主日稱為將臨節（或稱降臨節）， 

是預備迎接基督降臨的意思，將臨的英文稱為Advent， 

本來就是來臨(Coming)的意思。⾃第⼗⼀世紀以來， 

將臨節第⼀主⽇是「教會年曆」的元旦，因為它是⼀年五⼗⼆個主⽇之中第

⼀個主⽇。將臨節有雙重意義，⼀⽅⾯是回顧過去，預備紀念和迎接基督聖

誕，⼀⽅⾯是瞻望將來，預備迎接基督再度降臨世界。 

 

基督再來是肯定的，雖然我們不知道祂何時何日再來，但祂曾吩咐門徒說：

「你們要儆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所以我們就應當儆醒

預備好，隨時作好準備，坦然無懼歡歡喜喜的迎接祂再降臨。 

  

基督將臨節主日的禮拜和默想中心思想是注重悔改和儆醒，等候主的再臨，

在主即將和隨時降臨的今日，應當趁早及時脫去暗昧的行為；故此，邀請弟

兄姊妹現今就開始省察自己的生活，並以等候的心迎接將臨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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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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2019/202019/202019/202019/20 聖誕及新年活動一覽聖誕及新年活動一覽聖誕及新年活動一覽聖誕及新年活動一覽】】】】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聖誕主日崇拜聖誕主日崇拜聖誕主日崇拜聖誕主日崇拜    

暨暨暨暨    聖洗禮聖洗禮聖洗禮聖洗禮    

22/12/2019(22/12/2019(22/12/2019(22/12/2019(日日日日) ) ) ) 

11:00a.m.11:00a.m.11:00a.m.11:00a.m.    

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    

聖誕佈佳音聖誕佈佳音聖誕佈佳音聖誕佈佳音    21/12/2019 (21/12/2019 (21/12/2019 (21/12/2019 (六六六六) ) ) ) 

3:003:003:003:00p.m.p.m.p.m.p.m.    

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    

平安夜燭光平安夜燭光平安夜燭光平安夜燭光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24/12/2019 (24/12/2019 (24/12/2019 (24/12/2019 (二二二二) ) ) ) 

8:00p.m.8:00p.m.8:00p.m.8:00p.m.    

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    

    

年更感恩分享會年更感恩分享會年更感恩分享會年更感恩分享會    

    

31/12/2019 (31/12/2019 (31/12/2019 (31/12/2019 (二二二二) ) ) ) 

8:00p.m.8:00p.m.8:00p.m.8:00p.m.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大禮堂大禮堂大禮堂大禮堂    

立約立約立約立約////受託受託受託受託    

週六週六週六週六／／／／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4444----5/01/20205/01/20205/01/20205/01/2020    

    5:30p.m.5:30p.m.5:30p.m.5:30p.m.／／／／11:00a.m.11:00a.m.11:00a.m.11:00a.m.    

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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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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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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００００二二二二００００年教會月曆年教會月曆年教會月曆年教會月曆    
本會每年印製教會月曆送贈會友，二０二０年之主題為「使萬民作

我的門徒」，以介紹本會之循道衞理佈道團及「信仰分享」運動為內容。

月曆並附印本會所有單位之通訊資料，敬希會友向所屬堂會領用；有意

額外購買送贈親友者請致電 2528 0186 / 3725 4527 與本會出版編輯徐

瑞華姊妹聯絡，謝謝！ 

 

北角衞理堂重建計劃 

晨曦祈禱會 
晨曦祈禱會在二０一三年七月北角衞理堂重建計劃籌劃 

之初期開始、逢禮拜四早上七時舉行，至今已舉行 335 次， 

深信眾弟兄姊妹獻呈之恆常及信心之禱告，必蒙上帝之悅納。 

承蒙十位教牧同工由本年九月起至明年六月（每月第一個禮拜四）參與晨曦祈

禱會，並分享信息及為本計劃獻上禱告及祝福，參與之堂會宣教同工及出席人

數臚列如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堂會堂會堂會堂會    堂主任堂主任堂主任堂主任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九月五日 將軍澳堂 余勝意牧師 42 人（包括 9 位將軍澳堂之弟兄姊妹） 

十月三日 救主堂 謝志宏牧師 28 人 

十一月七日 北角堂 陳德昌牧師 28 人（包括黃德馨牧師及 2 位姊妹） 

十二月五日 筲箕灣堂 梁慈光牧師  

 

二二二二００００二二二二００００年晨曦祈禱會資料年晨曦祈禱會資料年晨曦祈禱會資料年晨曦祈禱會資料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堂會堂會堂會堂會    宣教同工宣教同工宣教同工宣教同工    日日日日期期期期    堂會堂會堂會堂會    宣教同工宣教同工宣教同工宣教同工    

一月二日 愛華村堂 何慧儀牧師 四月二日 鴨脷洲堂 卓廸舜會吏 

二月六日 觀塘堂 林  津牧師 五月七日 香港堂 劉家輝宣教師 

三月五日 禧恩堂 趙秀娟會吏 六月四日 馬鞍山堂 陳建基牧師 

 

晨曦祈禱會於北衞 Teen 地（北角英皇道 250 號北角城中心 18 樓 1810 室）

舉行，歡迎弟兄姊妹齊來參加，一同為重建計劃獻上禱告。 

積極支持積極支持積極支持積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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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海外宣教委員會  海外宣教推廣教育小組 主辦 

緬甸宣教學習團 

緬甸位於亞洲東南部，與中國、泰國及印度等國家接壤。隨着近年

政治開放，福音工作也有許多擴展機會。因着上帝的呼召，本會信徒外

派差遣員「鴨鴨」（化名）在仰光城市服侍教會及貧苦群體已有多年，本

會第五次緬甸宣教學習團於二０二０年四月舉行，帶領參加者探訪信徒

外派差遣員服侍之群體，了解當地福音工作所面對的挑戰，同時也有直

接參與事工的機會，望能得着更多未得之民。有關詳情如下── 

 

日 期：二０二０年四月十三至二十日（共八天） 

地 點：緬甸仰光及鄰近城市 

內 容：協助帶領領袖訓練營，服侍農民村落，參與當地教會崇拜及小組，認

識當地文化等 

語 言：以廣東話／英語為主（屆時安排緬甸語傳譯） 

對 象：十八歲或以上、已受洗之本會會友，須獲所屬堂主任推薦，及出席相

關團隊聚會【海外宣教推廣教育小組作最後甄選】 

要 求：１．須出席二０二０年一月七日之面試，由本小組作最後甄選； 

    ２．出席訓練聚會及參加相關課程； 

    ３．身體健康狀況良好，能應付鄉間簡樸生活及長途車程，願意遵從團隊

紀律  

費 用：每位港幣$6,500（費用包括來回機票、機場稅、住宿、當地交通及膳

食；不包括簽證費及個人旅遊保險費。） 

人 數：十人（六人成行） 

訓 練：１．團隊聚會 

日期：21/1, 6/2, 20/2, 27/2及19/3（禮拜二）7:30-9:30pm 

地點：（待定） 

２．「認識宣教從挑戰視野開始」普世宣教展望課程 

日期：7/1, 14/1, 4/2, 18/2（禮拜二）7:30-9:30pm 

地點：本會香港堂 

費用：$100（包括課本） 

備註：已經完成此課程並獲發證書者，毋須再次參加 

截止日期：二０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禮拜一） 

報名及查詢：於本會網頁(www.methodist.org.hk)「近期活動」下載報名表，

或致電2528 0186/37254529聯絡總議會辦事處梁翠湄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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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服 務 部社 會 服 務 部社 會 服 務 部社 會 服 務 部     社 會 事 務 關 注 小 組社 會 事 務 關 注 小 組社 會 事 務 關 注 小 組社 會 事 務 關 注 小 組     

2020202020202020 歲晚家居清潔及探訪大行動歲晚家居清潔及探訪大行動歲晚家居清潔及探訪大行動歲晚家居清潔及探訪大行動    
  你有沒有想過要過一個更有意義的新年？何不以行動將你的愛送到社區中？請立即

報名參加「2020 歲晚家居清潔及探訪大行動」，為你身邊的鄰舍送上關懷。活動詳情如下 

日 期：二０二０年一月十八日（禮拜六） 

地 點：筲箕灣／彩虹／荃灣 

内 容：探訪及／或進行家居大掃除 

報 名：可以個人／小組／團契為單位報名，請填妥以下表格，並於二０一九年十二月卅
一日（禮拜二）或之前傳真至總議會辦事處（傳真號碼：28661879）
或電郵至 aa.ss@methodist.org.hk，將有專人聯絡已報名之參加
者。 

查 詢：請電 25280186 與總議會辦事處同工黃潔瑩女士或劉凱瑩女士聯絡。 

----------------------------------------------------------------------------------- 

社會服務部社會事務關注小組（傳真號碼：28661879；電郵：aa.ss@methodist.org.hk） 

探訪地區 

（

（（

（請剔選一個地點

請剔選一個地點請剔選一個地點

請剔選一個地點）

））

） 

  

 

活動時間 內容 集合時間 集合地點 

筲箕灣 

2020 年 1 月 18 日 

下午 2 時至 4 時 

探訪獨居長者 下午 1:45 

循道衞理中心 

愛秩序灣綜合青少年服務 

（愛秩序灣道 15 號愛秩序灣 

綜合服務大樓 1 樓） 

彩虹 

2020 年 1 月 18 日 

下午 2 時至 5 時半 

探訪長者及 

家居大掃除 

下午 1:30 

楊震社會服務處 

彩虹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九龍彩虹邨金漢樓地下 

106-115 室） 

荃灣 

2020 年 1 月 18 日 

下午 2 時至 4 時 

探訪居於不適

切房屋的長者

及家庭 

下午 1:45 

亞斯理社會服務處 

友里幫社區支援計劃服務中心 

（荃灣楊屋道 138 號 

樂悠居商場 1 樓 9 號） 

 

講 道 筆 記                                   講員：王澤堂牧師 

講題： 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 

經文： 馬太福音   25：1-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