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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15/03/2020 
 

 

主席：王澤堂牧師                        司琴：梁靜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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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 
我們要以感謝來到他面前，用詩歌向他歡呼！ 

                                 (詩篇 95：1-2) 
 

唱  詩----------「廣大慈悲歌」(普頌 25 首)-----------起立同唱 
 
啟應禱文-------------------------------主席讀啟，會眾讀應 
 
啟： 主啊，你本為良善，樂意饒恕人，有豐盛的慈愛，賜給凡求告你

的人。求你留心聽我們的禱告，垂聽我懇求的聲音。 

應：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而行。 

啟： 主啊，你是有憐憫、有恩典的上帝，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

愛和誠實。 

應： 求你向我們顯出恩待我的憑據，我們單單仰望你。 

啟： 上帝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着耶穌的血，藉着人的信，要顯明

他的義。 

應： 如今我們蒙主恩典，因着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了。 

啟： 我們藉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

典。 

應： 祈求聖靈引導我們，靠主恩典，作主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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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禱--------------------------------------------主席 
 
讀    經-------主題：唯獨恩典‧因信稱義-------葉俊傑弟兄 

 
舊約：出埃及記     17：1-7     (舊約 100 頁） 
福音：約翰福音      4：5-42    (新約 144 頁） 
書信：羅馬書        5：1-11    (新約 232 頁） 
 

講    道--------講題：唯獨恩典‧因信稱義-------梁慧玲姊妹 
 
唱    詩-----------「我來歌」(普頌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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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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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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承蒙梁慧玲姊妹在主日崇拜證道，謹表歡迎並致謝忱。 

1. 如弟兄姊妹未能返回教會出席崇拜及奉獻，可考慮寄交支票到

本堂，枱頭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沙田堂」，及在背面寫上

中文姓名及奉獻項目；也可以透過轉帳奉獻，戶口是「東亞銀

行015-525-68-001-008」，請將收據相片或入帳編號，中文姓

名及奉獻項目告之本堂同工。 

2. 由於欣圍樓門口進行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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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九龍東聯區議會春季會議將於下週一（16/3）7：30pm 在本會安

素堂舉行，請代表屆時出席。 

1. 繼續為四十天大齋節禁食祈禱屬靈操練(26/2-11/4)禱告，願主

讓弟兄姊妹能堅持到底，在這旅程中經歷生命的改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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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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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15/315/315/3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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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曾兆基義務教士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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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22/322/322/3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曾兆基義務教士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周冠宗弟兄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黃仲君姊妹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陳藹婷姊妹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劉啟樑弟兄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林依靈姊妹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    大齋期第四主日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撒母耳記 16:1-13   約翰福音 9:1-41  以弗所書 5:8-14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陳藹姍姊妹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林炳華弟兄  劉玉媚姊妹  羅雪貞姊妹  伍愛玲姊妹 

 8888/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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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關主日社關主日社關主日社關主日    

777776767676.00.00.00.00    

48484848,,,,170170170170.00.00.00.00    

250250250250.00.00.00.00    

    

    

    

    

1,400.001,400.001,400.001,400.00    

總總總總                數數數數    50,596.0050,596.0050,596.0050,596.00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666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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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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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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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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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膝寶座前屈膝寶座前屈膝寶座前屈膝寶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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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333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主日） 

時間：下午 3:00-4:30 

地點：本會安素堂安素堂安素堂安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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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議會消息 

  柯瑪琍牧師(The Rev Mollie Clements）於主曆二０二０年

三月一日（主日）在美國安息主懷，在世生活八十五載。柯牧師

之安息禮拜於三月六日(禮拜五)下午五時在美國卡拉馬祖市第

一美國聯合衞理會禮拜堂舉行。 

  柯牧師與丈夫柯賚文先生（Mr Jesse Clements，循道衛理楊

震社會服務處首任總幹事)於一九六三年由美國之聯合衛理公會

差派來港擔任差遣員，積極參與社區之救濟工作，至一九七三年

返美。 

  敬請為柯牧師之家人代禱，願主親自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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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衞理園本會衞理園本會衞理園本會衞理園     「屬靈導引事工」ZOOM 靈修課程  

    

主題：「「「「播種祈禱的種子播種祈禱的種子播種祈禱的種子播種祈禱的種子」」」」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目的： 這個日常生活中退修日常生活中退修日常生活中退修日常生活中退修的模式，認識傳統生活中靈修培養的途徑，

尋索新的靈修方法；幫助大家進深與上帝進深與上帝進深與上帝進深與上帝、、、、與自己和與與自己和與與自己和與與自己和與別別別別人的關人的關人的關人的關

係係係係；並藉屬靈交談，加深彼此對靈修生活的了解和實踐；即使生即使生即使生即使生

活繁忙者活繁忙者活繁忙者活繁忙者，，，，也能參與也能參與也能參與也能參與。 

形式：信息，學習不同默想方法，藉小組聆聽深化實踐經驗。 

日期：(A 組) 3 月 18、25 及 4 月 1、8、15、22 日（星期三） 

     (B 組) 3 月 22、29 及 4 月 5、12、19、26 日（主日） 

   (C 組) 3 月 26 及 4 月 2、9、16、23、30 日（星期四） 

時間：(A 及 C 組) 7:30pm – 9:30pm；(B 組) 3-5pm； 

地點：ZOOM 網上平台 

名額：每組 6 人 

費用：$530 

參加者要求參加者要求參加者要求參加者要求： 

除每週 2 小時聚會外，參加者必須承諾每日會抽出三段時間來祈禱 ： 

 

屬靈導師：柯秉蕙宣教師  

報名辦法：請登入 https://forms.gle/gfHfFx2i9kANFdhq8 或掃描 

如有查詢，請電 29842608，或電郵 orpw@methodist.org.hk 聯絡柯秉蕙姑娘。 

 

 

 

早禱 2 分鐘 • 求上帝賜予當天我所需的特別恩典。 

聖經默想 
20-30 分

鐘 

• 應用提供的靈修指引作較長的聖經默想

祈禱。         

晚禱 5-10 分鐘 
• 意識省察祈禱（回味當天生活中主的恩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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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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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部 社會事務關注小組 

社關心連心：牧養篇 
  本小組訂於二０二０年三月廿九日下午舉辦一場網上聚會，邀得本會三位牧

者分享彼等在過去九個月社會運動期間之心路歷程。現誠邀各堂弟兄姊妹參與，一

同聆聽牧者之心聲，並與其他參加者交流分享。活動詳情如下—— 

  主  題：以基督的心為心（腓二：1-5） 

  日  期：二０二０年三月廿九日（主日） 

  時  間：下午二時半至四時半 

  地  點：Zoom 網上聚會 

            （參加者必須提供電郵地址，本部同工將於聚會前三天以電郵發送

聚會連結。） 

  嘉  賓：謝志宏牧師、張苑心會吏、麥志立宣教師     

  內  容：嘉賓分享嘉賓分享嘉賓分享嘉賓分享（包括：個人政治立場在堂會中面對之困難及應對方法、

親身參與社會運動期間之牧養情懷，及接待參與社會運動人士之經

驗）、小組討小組討小組討小組討論論論論及分享及分享及分享及分享  

  報  名：請於三月廿四日三月廿四日三月廿四日三月廿四日（（（（禮禮禮禮拜拜拜拜二二二二））））或之前或之前或之前或之前上網報名（http://bit.do/fyQUn） 

  查  詢：請致電 37254540／37254541 與總議會辦事處同工 

            黃潔瑩女士或劉凱瑩女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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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慧玲姊梁慧玲姊梁慧玲姊梁慧玲姊妹妹妹妹    

講題：唯獨恩典‧因信稱義 

經文：出埃及記 17：1-7  約翰福音  4：5-42 羅馬書  5：1-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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