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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席：勞敏儀宣教師                       司琴：鄧少琴姊妹 
 
 
始禮頌----------------------------------------------眾坐 

 
同 來 讚 美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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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主席 

 
義人哪，你們應當靠耶和華歡喜快樂，心裏正直的人哪， 
你們都當歡呼。                       (詩篇 32：11) 
 

唱  詩----------「四旬禁食歌」(普頌 142 首)---------起立同唱 
 
啟應禱文-------------------------------主席讀啟，會眾讀應 
 

啟：耶和華啊，你的話安定在天，直到永遠。你的誠實存到萬代，

你堅定了地，地就長存。 

應應應應：：：：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是我路上的光是我路上的光是我路上的光。。。。我們信靠你我們信靠你我們信靠你我們信靠你。。。。    

啟：耶和華從天上觀看，他看見世人，並留意他們一切的作為。耶

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他和仰望他慈愛的人。 

應應應應：：：：我們的心向來等候耶和華我們的心向來等候耶和華我們的心向來等候耶和華我們的心向來等候耶和華，，，，他是我們的幫助他是我們的幫助他是我們的幫助他是我們的幫助，，，，我們的盾牌我們的盾牌我們的盾牌我們的盾牌。。。。    

啟：耶和華啊，求你照着我們所仰望你的，向我們施行慈愛。凡仰

望耶和華的人都要壯膽，堅固你們的心。 

應應應應：：：：我們的心必靠他歡喜我們的心必靠他歡喜我們的心必靠他歡喜我們的心必靠他歡喜，，，，因為我們向來倚靠他的聖名因為我們向來倚靠他的聖名因為我們向來倚靠他的聖名因為我們向來倚靠他的聖名。。。。    

啟：我們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我們一切所

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我們的路。 

應應應應：：：：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我們堅心信靠你我們堅心信靠你我們堅心信靠你我們堅心信靠你，，，，求你指引我們的前路求你指引我們的前路求你指引我們的前路求你指引我們的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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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禱--------------------------------------------主席 
 
讀    經-------主題：面對困惑‧堅定信靠-------沈立平弟兄 

 
舊約：創世記     2：15-17；3：1-7  (舊約 5頁） 
福音：馬太福音   4：1-11           (新約 6頁） 
書信：羅馬書     5：12-19           (新約 232 頁） 
 

講    道------------講題：大齋期開始了！------王澤堂牧師 
 
唱    詩--------「依傍十架歌」(普頌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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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 

「大齋期靈修默想計劃」 

 

2020 年 2 月 26 日至 4 月 11 日是大齋期， 

今年的主題是「我們是上帝的子民我們是上帝的子民我們是上帝的子民我們是上帝的子民」，經文默想圍繞「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 

 

本堂將舉行「大齋期靈修默想計劃」，於四十天內，每天有本堂弟兄姊妹 

分享靈修默想內容，鼓勵弟兄姊妹於 26/2 起，每天登入「循道衛理聯合教循道衛理聯合教循道衛理聯合教循道衛理聯合教

會沙田堂會沙田堂會沙田堂會沙田堂」」」」Facebook 專頁，一起參加，互相交流，藉上帝的說話豐富我們

的生命。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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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疫情緣故，原定三月一日(主日)之午膳聯誼丶及全教會探

訪日決定取消，敬請留意。 

2. 因應疫情發展，本堂同工於17/2起實施輪流在家工作，但每

天會安排同工在辦公室當值，敬請留意。 

3. 由於欣圍樓門口進行鑽地工程，請大家盡量避免進出，如需

使用欣圍樓房間或辦公室，請小心出入。 

4. 遵照本會會長於2月13日發出之指引，本會各堂由3月起暫停

需要除下口罩及容易引起飛沬傳播的聖餐禮，直至另行通

知。 

5. 黃伙禮婆婆(趙少娟姊妹母親)於2月9日安息主懷，3月6日

(五)晚設靈，安息禮拜定於3月7日(六)早上十時於沙田大圍

寶福紀念館三樓福壽堂進行基督教安息禮拜，願主親自安慰

家人。 

1. 為大齋期開始禱告，願主讓弟兄姊妹透過四十天靈修默想與主相

遇，生命經歷更新改變。 

2. 為本港財政預算案禱告，願主讓官員所訂的財政預算為本港各階

層的市民帶來最大的福祉。 

3. 為香港的疫情及眾人健康祈禱，求主遏止肺炎疫症的蔓延，叫受

病患的人得著醫治，盡快康復，也求主賜智慧給政府的官員，訂

定各項保障市民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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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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1/31/3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陳藹怡姊妹  袁蘊華姊妹  陳桂清姊妹  趙少娟姊妹   

鄧石成弟兄  鍾淑貞姊妹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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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林晴姊妹 

 

下

週

 8888/3/3/3/3    婦女主日婦女主日婦女主日婦女主日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葉灼玲姊妹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勞敏儀宣教師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鄧少琴姊妹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黃嘉恩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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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葉俊傑弟兄  楊紹昌弟兄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    大齋期第二主日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創世記 12：1-4 上 約翰福音 3：1-17    羅馬書 4：1-5,13-17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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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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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3/223/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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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獻獻獻花刊花刊花刊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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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0.001,460.001,460.001,460.00    

24,650.0024,650.0024,650.0024,650.00    

1,100.001,100.001,100.001,100.00    

    

500.00500.00500.00500.00    

總總總總                數數數數    27272727,,,,710710710710....55550000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68686868 人人人人    

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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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應對本堂應對本堂應對本堂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新型冠狀病毒新型冠狀病毒新型冠狀病毒」」」」的措施的措施的措施的措施((((一一一一))))    
 
因應政府已將疫症列為「嚴重級別」，為保障本堂弟兄姊妹及事奉人員之健康及衛

生安全，本堂將採取以下措施，以盡量減少新型病毒擴散的可能性： 
 
1.弟兄姊妹如身體不適，例如咳嗽、發燒或呼吸道感染徵狀，請留在家中休息，不

用返回教會聚會； 

2.崇拜期間，弟兄姊妹應自備及配戴口罩，以確保公共衛生； 

3.崇拜及聚會的地點應保持空氣流通，可開門窗、風扇或空調； 

4.崇拜中的的平安禮請以拱手禮代替握手； 

5.主禮牧師及事奉人員於聖餐禮前，要以消毒搓手液消毒雙手，並在派發聖餐餅、

杯前戴上手套； 

6.「兒童主日學」暫停，直至學校復課止，「福樂家」及「早餐會」暫停聚會直至

另行通知； 

7.其他團契小組聚會，可按個別情況處理，但整體原則是減少緊密接觸，及採取有

效防疫措施； 

8.崇拜禮堂的飲水機將暫停使用，弟兄姊妹請自備飲用水，如有需要，可使用學校

地下有蓋操場的飲水機； 

9.使用欣圍樓地方時，由於需配合成長軒的防疫措施，所以必須配載口罩，並以酒

精搓手液消毒雙手；飲水機將暫停使用，如有需要，請向同工提出協助。 

10.醫院及護老院探訪由即日起暫停，直至另行通告，但如弟兄姊妹有任何探訪需

要，仍可與教牧同工聯絡。 
 
以上有關措施或許帶來不便，然而為彼此關愛，確保公眾衛生及眾人的健康，請各

位體諒！在此感謝各弟兄姊妹體諒與配合，並為香港及各地政府、醫護人員與患病

者祈禱，求主保守，謝謝大家！ 
 

本堂應對本堂應對本堂應對本堂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新型冠狀病毒新型冠狀病毒新型冠狀病毒」」」」的措施的措施的措施的措施((((二二二二))))    
 

有鑑於現時的疫情情況下，由23/2日起及日後的崇拜，將會採取以下措施： 
 
1.    所有參加者必須戴上口罩， 

2.    在進入禮堂時，用搓手液清潔雙手， 

3.    探體溫， 

4.    座位間的距離會拉闊，同時請參加者盡量隔座位坐。 
 
請各位出席崇拜者配合，一起執行以上措施。 
 
另一方面，經詳細考慮後，將於 2月22日起暫停週六崇拜，直到另行宣佈。

2月23日及其後的主日崇拜將會繼續，並用網絡方式提供直播，鼓勵有需要

者在家中，於主日早上11時同步崇拜；如弟兄姊妹仍參加現場崇拜，敬請

務必做好防疫措施。 
 
如疫情進一步惡化，例如在社區中爆發，又或是我們的群體中有人確診，

到時主日崇拜亦會暫停。明白各位有不同的關注或擔心，但盼望此等措施

下，可以進一步減低緊密接觸的機會，同時亦在看重崇拜的情況下，保持

平衡。請大家繼續為香港社會、為教會的情況、也為染病的市民同心禱告，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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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 

2019201920192019年年年年1111----12121212月財月財月財月財務務務務結算結算結算結算    

    

支出項目 全年預算  12 月份  1-12 月份 

2019 

預算% 收入項目 全年預算  12 月份 1-12 月份 

2019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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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薪津 1,498,000 169,058 1,331,090 88.9% 經常奉獻 3,574,000 586,581 3,318,276 92.8% 

行政 74,000 11,722 61,295 82.8% 節期奉獻 22,000 1,456 19,490 88.6% 

聖禮 26,500 3,193 25,151 94.9% 其他收入 16,000   7,108 16,325 102.0% 

節期 3,500    414 1,190 34.0% 總議會(欣)租金 62,000  68,602 110.6% 

事工 205,700 45,215 164,863 80.1% MIC 100,000  15,200 15.2% 

其他支出 147,300 10,417 113,258 76.9%      

總議會(欣)租金 62,000  68,602 110.6%      

MIC 100,000  15,200 15.2%      

總議會例捐 1,657,000 138,090 1,657,000 100.0%      

共支 3,774,000 378,108 3,437,648 91.1% 共收 3,774,000 595,144 3,437,893 91.1% 

經常費盈(虧)  217,036 245       

   595,144 3,437,893    595,144 3,437,893  

 

本堂 

2020202020202020年年年年1111月財月財月財月財務務務務結算結算結算結算    

    

支出項目 全年預算  1 月份  1 月份 

2020 

預算% 收入項目 全年預算  1 月份  1 月份 

2020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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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薪津 1,626,425 129,686 129,686 8.0% 經常奉獻 3,520,000 171,198 171,198 4.9% 

行政 70,000    10,694 10,694 15.3% 節期奉獻 21,000  0 0.0% 

聖禮 27,500      1,061 1,061 3.9% 其他收入 50,000   1,658 1,658 3.3% 

節期 3,000  0 0.0% 總議會(欣)租金 75,000  0 0.0% 

事工 214,500      3,850 3,850 1.8%      

其他支出 86,300      6,400 6,400 7.4%      

總議會(欣)租金 75,000  0 0.0%      

總議會例捐 1,572,000 131,000 131,000 8.3%      

共支 3,674,725  282,691 282,691 7.7% 共收 3,666,000 172,856 172,856 4.7% 

經常費盈(虧) 

(8,725.00) (109,834) (109,834) 1258.8%       

  

    172,856 172,856    172,856 17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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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         2/2 堂區議會會議    議決事項撮要 

 

1. 原則上接納 2019 年度財政結算(盈餘為$245.19)，惟以核數師最後核實

作準。 

2. 委任 BARRY SO & CO.為本堂 2019 年度核數師，處理本堂核數事宜。 

3. 本年度向總議會提出有關「認獻指標」$1,572,000。 

4. 接納 2020 年度之財政預算，全年總收入$3,666,725，(包括預算有 6%的

奉獻收入增長)，堂務支出為例 3,674,724，不敷為$8,725。 

5. 通過 2020「宣教差傳專款」奉獻收入目標為$150,000。建議於第三主日

多收一次奉獻支持本堂之宣教差傳專款。另就《時代論壇》來函，通過

本年度奉獻$30,000。 

6. 議決全堂性的事工，由崇拜事工部及栽培訓練部於本年十月份籌辦「崇

拜禮儀訓練營會」。 

7. 議決接納常務建議，支持豐盛校園 405 室的裝修計劃，並撥款$15 萬作

有關裝修及傢俱電器添置的預算，招標程序依例進行，並從堂所發展專

款撥款。 

8. 議決接納本堂籌辦英國宣教培訓體驗之旅，由「方麗寬紀念專款」下的

宣教差傳項目津助此培訓體驗之旅，並成立籌備小組：王澤堂牧師(召集

人)、陳榮照、劉永楓、譚家齊、林晴，研議有關安排。 

9. 議決接納崇拜事工部就更換於中學大禮堂地庫的詩班房隔音棉及地毯

事宜。另於大禮堂設置儲物櫃放電子琴及鼓，兩項項目預算費用各

$15,000，從堂所發展專款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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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 
由於本港疫情轉趨嚴重， 

本小組決定將本年度之 

「信仰分享大使」訓練班改

期舉行詳情容後公布。 

 

英國宣教學習團 

本堂籌辦英國宣教學習團，透過探訪本會支持在英國東北及倫敦之華人

宣教事工，使參加者對本宗在英的華人宣教工作有更多了解及提供實踐

機會，盼望藉此讓弟兄姊妹服務在英國的主內肢體，及體驗海外的宣教

工作，以致參加者的生命得着更新，為主作美好見証；有關詳情如下： 

 

日  期：2020 年 5 月 31 至 6 月 8 日（禮拜日至一）共九天 

出發日期：2020 年 5 月 31 日（禮拜日） 

集合日期及地點：2020 年 6 月 1 日（禮拜一）早上倫敦 

回港日期：2020 年 6 月 7 日（禮拜日）傍晚離開倫敦 

抵港日期：2020 年 6 月 8 日（禮拜一） 

行  程：紐卡素 Newcastle（衞斯理約翰在這城堡設立孤兒院）、 

德  倫   (Durham)（衞斯理約翰研究中心）、 

倫敦 London（Wesley Chapel 衞斯理教堂及會祖故居 / 

Aldersgate Flame: 衞斯理約翰靈性復甦之地） (詳情有待確定) 

參加資格：本堂弟兄姊妹 

名  額：15人 

語  言：能以簡單英語溝通為佳 

備  註： 參加者須出席出發前之研習

班及會前聚會，日期待定。 

費  用：參加者自行安排往返機票及所需費用，堂會支付在英國的住

宿、簡單膳食和當地交通基本費用及籌備此旅程之行政費等。 

參加方法：請填寫參加表格，經接納後繳交訂金港幣一千元（訂金將於

稍後退回） 

 

本會牧師部屬下「信仰分享專責小組」主辦 

2020「信仰分享大使」訓練班 

日 期：2020 年 3 月 3 日至 3 月 31 日（連續五個禮拜二） 

（註：參加者若出席全部五次訓練及完成指定要求， 

可取得「信仰分享大使」資格。） 

時  間：下午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 

地 點：本會香港堂（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6 號） 
 
 
 

今主日截止報名 
2020 年 3 月 1 日(禮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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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請 全 港循 道 衞理 宗信 徒  

實踐大齋節禁食祈禱屬靈操練 

主題：「我們是上帝的子民」 
 

  與人分享寶貴基督信仰是每個信徒的責任，而有效的見證更需要有

豐富的內在屬靈經歷，牧師部期盼弟兄姊妹能在今年大齋節期間進行「衞

斯理模式」之禁食及禱告，追求與主有更深入的關係；要知道別人信主

與否，不是因為我們的口才，而是我們的基督徒生命見證。今年「信仰

分享專責小組」印製「大齋節禁食祈禱屬靈操練資料」，將於二月中旬派

發，敬希善用。茲將重點臚列如下── 

屬靈操練日期屬靈操練日期屬靈操練日期屬靈操練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蒙灰日，禮拜三）至 4 月 11 日（復活節

前一天），不計主日，共 40 天。 

形式形式形式形式：：：：衞斯理模式之禱告及禁食衞斯理模式之禱告及禁食衞斯理模式之禱告及禁食衞斯理模式之禱告及禁食──在每個禮拜四晚餐後至禮拜五下午三時，

不進食固體食物，進行禁食禱告，為自己靈命、傳福音的心志及為未

信主的親友祈禱。 

四十天靈修默想四十天靈修默想四十天靈修默想四十天靈修默想──每天參考屬靈操練資料，在聖靈的帶領下，以謙

卑開放和降服的心默想經文。為配合三代經課，我們選讀馬太福音，

這福音書透過耶穌的家譜開始，展示救恩歷史的洪流，指出作為上帝

子民要走的一條道路，它示範了作為耶穌的跟隨者如何體現他的信仰，

以致關注這世界上的人、事、物，以致轉化我們的生命成為。踐行信

仰分享的門徒。盼望這四十天大齋節靈修之旅，你亦與主相遇，生命

經歷更新改變。 

配合行動配合行動配合行動配合行動──鼓勵弟兄姊妹將禁食期間省下來之金錢儲蓄下來，奉獻

予本會禧恩堂服務坊、拾落穗者（觀塘社會服務處之食物銀行）、「友

里幫」荃灣、葵青區劏房及板房支援計劃（循道衞理亞斯理社會服務

處之事工以飯堂服務、託管、就業輔導、個人成長小組及社區義工服

務等來支援荃葵青區劏房及板房家庭。）及本港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等

四個單位，奉獻目標為廿四萬元。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反思生命，學習克己，與人分享，並為福音的廣傳及個人的美好見證

祈禱。把握每個與人分享信仰的機會。 

  又，本會香港聯區及九龍東、西聯區於二月廿六日（禮拜三）分別於下

午八時正在香港堂（灣仔軒尼詩道 36 號）、安素堂（油麻地窩打老道 54 號）

及下午七時半在九龍堂（油麻地加士居道 40 號）舉行大齋期蒙灰崇拜，敬請

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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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東聯區    

二零二零年受難節前夕設立聖餐聯合崇拜  

詩班獻唱招募詩班員 
本聯區將於四月九日（禮拜四）晚上八時舉行聯區受難節前夕設立

聖餐聯合崇拜，並將於當天晚上安排聯合詩班獻唱。是次聯合詩班的選

詩、指揮及司琴均由觀塘堂區加力弟兄負責統籌，敬請各堂所詩班長鼓

勵詩班員參加及安排先行練習。聯合練習時間定於三月二十二日（主日）

及三月二十九日（主日）下午三時至四時在安素堂聖堂舉行，各堂所參

與獻唱的詩班員必須出席。請各堂所詩班長將參加者名單、負責聲部，

以 及 各 堂 聯 絡 人 之 電 郵 ， 於 三 月 十 六 日 （ 禮 拜 一 ） 前 電 郵

（winniemeikuen@tkomps.edu.hk）區加力弟兄或將軍澳堂曾美娟會吏收。 

 

 

講道筆記講道筆記講道筆記講道筆記                                                                                                                                    崇崇崇崇拜拜拜拜講講講講員員員員：：：：王澤堂牧師王澤堂牧師王澤堂牧師王澤堂牧師    

講題： 大齋期開始了！ 

經文：創世記   2：15-17；3：1-7    馬太福音 4：1-11  

羅馬書  5：12-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議會消息 

林惠良義務教士安息主懷 
本會九龍堂會友林惠良義務教士於溫哥華時

間二０二０年二月廿四日（禮拜一）在家中安息主

懷，在世生活八十六載。 

 

現謹訂於二０二０年三月十四日（禮拜六）在

當地舉行安息禮及安葬禮，願主安慰其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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