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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22/03/2020 
 

 

主席：曾兆基義務教士                    司琴：黃仲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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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詩篇 23：1) 

 
唱  詩----------「崇拜聖名歌」(普頌 50 首)-----------起立同唱 
 
啟應禱文-------------------------------主席讀啟，會眾讀應 
 
啟： 耶和華啊，求你看顧我們，應允我們，使我們眼目光明，免得沉睡

至死。 

應： 來吧！願我們在耶和華的光明中行走。 

啟： 我們眼睛就是身上的燈。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應： 求主開我們心眼，得見他的榮耀與恩典。 

啟：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

器，行事為人當像光明的子女。 

應： 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 

啟： 我們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旨意。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

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這樣。 

應： 求主賜我們行善的能力，作主光明的兒女。 

 

祈    禱--------------------------------------------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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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經-------主題：行事光明‧見證主恩-------陳藹婷姊妹 
 
舊約：撒母耳記上  16:1-13    (舊約 395 頁） 
福音：約翰福音    9：1-41    (新約 155 頁） 
書信：以弗所書    5：8-14    (新約 297 頁） 
 

講    道--------講題：成為 100%光明的兒女------周冠宗弟兄 
 
唱    詩----------「求主開眼歌」(普頌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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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由於中學於4月6日及7日借出大禮堂作為文憑試考試場地，故此

需於4月3日預備場地及消毒；本堂於4月5日的崇拜會移師到地

下小禮堂及有蓋操場進行，敬請留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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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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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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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應考應屆公開考試的青少年人禱告，願主賜他們在溫習及考試

的過程中經歷上主的同在。 

3. 為香港及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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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22/322/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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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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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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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陳藹姍姊妹 

 

下

週

 29292929/3/3/3/3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伍蕙珠姊妹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蘇家安宣教師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梁靜琳姊妹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楊紹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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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禮濤弟兄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    大齋期第五主日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以西結書 37:1-14  約翰福音 11:1-45  羅馬書 8:6-11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黃嘉恩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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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51515/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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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主日婦女主日婦女主日婦女主日    

880.00880.00880.00880.00    

44441,720.001,720.001,720.001,720.00    

1,650.001,650.001,650.001,650.00    

    

    

1,860.001,860.001,860.001,860.00    

500.00500.00500.00500.00    

200.00200.00200.00200.00    

900.00900.00900.00900.00    

總總總總                數數數數    47,710.0047,710.0047,710.0047,710.00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70707070 人人人人    

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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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份份份份    財財財財    務務務務    報報報報    表表表表    

          

支出項目 全年預算  2 月份  2 月份 

2020 

預算% 收入項目 全年預算  2 月份  2 月份 

2020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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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薪津 

1,626,425 

 

  

 129,876 

129,876 129,876 

129,876 

259,561 16.0% 

經常奉獻 

3,520,000 

    

        

    

188,330 

188,330 188,330 

188,330 

359,527 10.2% 

行政 

70,000 

3,160 

3,160 3,160 

3,160 

13,854 19.8% 

節期奉獻 

21,000 

 

  

 

0 0.0% 

聖禮 

27,500 

1,306 

1,306 1,306 

1,306 

2,367 8.6% 

其他收入 

50,000 

4 

4 4 

4  

  

 

1,663 3.3% 

節期 

3,000 

 

  

 

0 0.0% 

總議會(欣)租金 

75,000 

   

      

   16,318 

16,318 16,318 

16,318 

16,318 21.8% 

事工 

214,500 

1,421 

1,421 1,421 

1,421 

5,271 2.5% 

  

 

 

  

 

0  

其他支出 

86,300 

6,400 

6,400 6,400 

6,400 

12,800 14.8% 

 

 

 

  

 

0  

總議會(欣)租金 

75,000 

16,318 

16,318 16,318 

16,318 

16,318 21.8% 

 

 

 

  

 

0  

總議會例捐 

1,572,000 

131,000 

131,000 131,000 

131,000 

262,000 16.7% 

 

 

 

  

 

0  

共支 

3,674,725 

289,480 

289,480 289,480 

289,480 

572,171 15.6% 

共收 

3,666,000 

    

        

    

204,651 

204,651 204,651 

204,651 

377,508 10.3% 

經常費盈(虧) 

(8725.00) 

-

--

-84,829

84,82984,829

84,829 

  

 

-194,663 2231.1%   

 

  

 

  

   

  

    

  

204,651 

204,651 204,651 

204,651 

377,508    

    

        

    

204,651 

204,651 204,651 

204,651 

377,508  

          

    

關於本會聖餐崇拜之安排 

  本港醫學專家於二月中旬表示未來兩、三個星期可能是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高峰期，故本會相應在二月中暫停三月聖餐禮，以減低因飛沫而引起之傳

播機會。今天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症雖已擴散全球，感恩的是香港仍沒有出

現令人擔心的社區爆發。近月確診者基本上都是輸入個案或可追查源頭，或

與確診者有緊密接觸的人士。在平衡考慮各項因素後，我們仍然積極鼓勵信

徒在家中透過網上直播參與崇拜，同時我們也建議各堂由四月起，在特別安

排的防疫措施下，可在崇拜中舉行聖餐禮，讓渴望領受聖餐的信徒，得着從

聖禮而來的恩典。至於領受餅酒環節，我們會向參與現場崇拜並已領洗之信

徒派發二合一聖餐餅酒套裝，讓信徒帶回家中，在建議的禮儀指引下，以敬

虔、感恩、禱告的心領受聖餐，在這段需要更多恩典的疫症期間領受恩典，

生命得着上主的牧養扶持。                     

總議會會長：林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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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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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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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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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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信徒培訓部  三年神學課程執行委員會 

第十屆信徒三年神學課程第十屆信徒三年神學課程第十屆信徒三年神學課程第十屆信徒三年神學課程 

「「「「香港教會史香港教會史香港教會史香港教會史」」」」 
現設旁聽席 
日  期：二０二０年四月十五日至五月二十日（逢禮拜三，共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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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容：本科探討本宗在內各宗派發展特色與香港社會發展之關係。 

時  間：下午七時四十五分至九時四十五分 

形  式：線上教學（ZOOM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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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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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冠宗弟周冠宗弟周冠宗弟周冠宗弟兄兄兄兄    

 

講題：成為 100%光明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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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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