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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基 督 教 

循 道 衞 理 聯 合 教 會 沙 田 堂 
 

 

復活的盼望               劉建良 

2020 年 4 月 5 日（英國時間），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發表預錄

的特別講話，勉勵國民齊心抗疫，相信英國終必戰勝疫症。當時，

英國確診人數逾 4.8 萬，死亡人數逼近 5,000。當時英女王說：

「We should take comfort that while we may have more still to endure, 

better days will return: we will be with our friends again; we will be with 

our families again; we will meet again.」這句結語「We will meet 

again!」（我們必再相會！），對英國人有更深層意義，因為在二戰

時著名歌星 Vera Lynn 曾以相同的歌名來勉勵即將出征的英軍，給

予他們再次與家人朋友相會的盼望。 

對！「我們必再相會！」是面對戰爭及全球疫症的安慰說話，

但同時也是給予我們生存盼望之言！因為罪惡使我們與上帝分離，

也使我們活在世間沒有指望，直到基督在十架上為我們犧牲及復活，

使我們能與上帝在永恆中再相會！聖經告訴我們，上帝「將永恆（希

伯來文：Olam）安放在世人心裏」（傳道書 3:11）沒有「永恆」的

人生，像沒有支點的風箏，也像沒有墨水，但不斷書寫的原子筆，

失去意義。基督耶穌從死裏復活，使人重新擁有「永恆」，與基督

一同活過來。因此，今天在復活主日裏，我們一起頌讚基督復活的

大能，同時慶祝在基督的恩典中我們重新在永恆中與祂聯合！ 

親愛的弟兄姊妹，前面的生活會因疫症猖獗而充滿挑戰，但我

們要謹記自己擁有基督復活的生命，我們只將前路交託在祂的手中，

就能在祂的恩典中平安度過。怎樣交託？每天都學習放下自己，緊

握上主恩典，在虔誠的禱告中，將負面的思想交託給主，過聖潔蒙

愛的生活！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二日二零年四月十二日二零年四月十二日二零年四月十二日                                                                                                                                                復活主日復活主日復活主日復活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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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復復復    活活活活    主主主主    日日日日    崇崇崇崇    拜拜拜拜    程程程程    序序序序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蘇家安宣教師                  司琴：鄧少琴姊妹 
    
 
進進進進                堂堂堂堂----------------------------------------眾立眾立眾立眾立    
    

燃點復活蠟燭燃點復活蠟燭燃點復活蠟燭燃點復活蠟燭------------------------------------眾立眾立眾立眾立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今主日早上是一個至神聖的清晨，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已經跨過黑暗，祂又摧毀並勝過死亡，進入

榮耀的復活生命中，現在我們連同天上地下眾聖徒一起，都

要立志脫去舊人，穿上新人，與基督一同克勝罪惡和死亡。

今天我們紀念大能的上帝，成就了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神蹟，

我們懷著信心燃點復活的蠟燭，請復活的基督以祂永恆的真

光，驅除我們身心靈的黑暗，使我們的生命活出基督復活的

光輝。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眾坐眾坐眾坐眾坐    
 

    

啟: 我們燃點這蠟燭，象徵基督的真光已光照黑暗罪惡的世界。 

應應應應::::    感謝上主感謝上主感謝上主感謝上主。。。。    
 
啟: 

 
願尊貴、榮耀、權能歸於復活的基督。 

應應應應::::    起初這樣起初這樣起初這樣起初這樣，，，，現在這樣現在這樣現在這樣現在這樣，，，，以後也這樣以後也這樣以後也這樣以後也這樣，，，，永無窮盡永無窮盡永無窮盡永無窮盡，，，，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啟: 死亡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裏？死亡啊！你的毒刺在

哪裏？ 

應應應應::::    死亡的毒死亡的毒死亡的毒死亡的毒刺就是罪就是罪就是罪就是罪，，，，罪的權勢罪的權勢罪的權勢罪的權勢就就就就是律是律是律是律法法法法    
 
啟: 

 
這會朽壞的必須變成不朽壞的；這會死的總要變成不會死

的。當這會朽壞的變成不朽壞的，這會死的變成不會死的，

那時經上所記「死亡已被勝利吞滅了」的話就應驗了。 

應應應應::::    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感謝上帝，，，，他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他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他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他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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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唱唱唱                詩詩詩詩----「美哉主耶穌歌」(普頌 61 首)----眾立同唱眾立同唱眾立同唱眾立同唱 
    
啟應禱文啟應禱文啟應禱文啟應禱文-------------------------主席讀啟主席讀啟主席讀啟主席讀啟，，，，會眾讀應會眾讀應會眾讀應會眾讀應    
 

 

祈祈祈祈                禱禱禱禱------------------------------------------------------------------------------------------------------------------------------------------------------------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讀讀讀讀                經經經經--------------------------------主題主題主題主題：：：：祈求天上事祈求天上事祈求天上事祈求天上事------------------------------------曾少卿姊曾少卿姊曾少卿姊曾少卿姊妹妹妹妹    
 

舊約：耶利米書   31：1-6   (舊約 1174 頁） 

福音：約翰福音   20：1-18  (新約 174 頁） 

書信：歌羅西書    3：1-4   (新約 309 頁）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講題講題講題講題：：：：「「「「疫情中的復活疫情中的復活疫情中的復活疫情中的復活節節節節」」」」--------------------王王王王澤堂牧師澤堂牧師澤堂牧師澤堂牧師    
    

認認認認                信信信信-----------「「「「使徒信經使徒信經使徒信經使徒信經」」」」-----------眾立同誦眾立同誦眾立同誦眾立同誦    
    

奉奉奉奉                獻獻獻獻--------------------------------------眾坐眾坐眾坐眾坐    
 
唱唱唱唱                詩詩詩詩------------「「「「光榮屬主歌光榮屬主歌光榮屬主歌光榮屬主歌」」」」((((普頌普頌普頌普頌 183183183183 首首首首))))--------------------眾立同唱眾立同唱眾立同唱眾立同唱    
    

啟： 我們藉着洗禮歸入死，是要我們行事為人都有新生的樣
式，像基督藉着父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 

應： 我們要讚美你，感謝你。 

啟： 我們若與基督合一，經歷與他一樣的死，也將經歷與他一
樣的復活。 

應： 我們要讚美你，感謝你。 

啟： 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
罪的奴僕。 

應： 我們要讚美你，感謝你。 

啟： 基督既從死人中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 

應： 我們要讚美你，感謝你。 

同頌 因你的救贖和向眾人顯明的愛，讓我們能在愛中與你相
遇，蒙恩得救。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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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及家事及家事及家事及牧禱牧禱牧禱牧禱---------------------------------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教牧同工    
 

互祝平安互祝平安互祝平安互祝平安-------------------------牧師讀啟牧師讀啟牧師讀啟牧師讀啟，，，，會眾讀應會眾讀應會眾讀應會眾讀應    
 

 

祝福差遣祝福差遣祝福差遣祝福差遣---------------------------祝福後同唱祝福後同唱祝福後同唱祝福後同唱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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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 復活的主向婦女說：「平安！」她們的生命從此不再一樣。

哈利路亞，願復活基督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應應應應::::    也與你同在，哈利路亞。    

啟: 主基督已經復活，戰勝死亡與罪惡，願基督復活的大能常與

你們同在。你們要跟隨基督前行，在無望的世界中帶來希

望，在憂傷當中帶來安慰，在恐懼之中散播平安。 

應應應應::::    阿們。    

啟啟啟啟::::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安慰

與平安，常與你們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 

應應應應::::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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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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2日及19日的崇拜，總議會議決各堂暫停現場崇拜，當天早上

本堂將以網絡直播在沙田堂之崇拜，由同工擔任各項程序負責人。

請各位留在家中，一起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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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關於本會常務委員會就「2018 性騷擾事件」成立檢討小組所完成

的報告，如會友或在本堂經常聚會人仕擬閱讀報告全文，請個別

聯絡堂主任王牧師安排時間。 

1. 記念在疫情影響下，各聚會停止期間，弟兄姊妹仍然能勤讀聖經，

透過社交媒體互相代禱，共同守望。 

2. 為四十天大齋節禁食祈禱屬靈操練(26/2-11/4)完成而感恩，願主

讓弟兄姊妹繼續活出已經轉化的生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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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祈求公開試能在安全的情況下順利舉

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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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2/412/412/4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網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上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直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播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下

週

 19191919/4/4/4/4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網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上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直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播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5/45/45/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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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00.0028,500.0028,500.0028,500.00    

    

    

2,000.002,000.002,000.002,000.00    

2,000.002,000.002,000.002,000.00    

2,000.002,000.002,000.002,000.00    

總總總總                數數數數    34,500.0034,500.0034,500.0034,500.00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    

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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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上帝的子民—— 

常存盼望 

  「我們是上帝的子民」是本會二０二０年之全年教會主題，提醒我們必須持

定信心、盼望和愛心，委身同行，回應上帝的呼召（彼得前書二 9）。而「常存盼

望」則是第二季之季題，提醒我們上帝是充滿恩慈的，更藉着他的愛子賜給我們

永恆的救贖，只要我們存心忍耐，堅定信靠，我們的盼望必不至落空（羅馬書五

5）。 

  煩請細閱季題之單張，以進一步了解各月題之重點及有關經文，並透過所列

問題，思想如何在生活中實踐「常存盼望」的聖經教導。 

    

 

籲請全港循道衞理宗信徒 

繼續持守禁食祈禱屬靈操練 

奉獻支援貧乏家庭 

 

  感謝上帝的恩典，幾年下來，越來越多弟兄姊妹願意在大齋

節期間進行個人靈命操練，默想主的受難和祂的話語，反省自己

與主的關係。在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中，相信我們各人都有不同的

領受和經歷。深信這些體驗都能幫助我們對耶穌基督的生命、受

苦和復活有更深刻和真摯的體會。 

 

  雖然今年的大齋節期經已結束，希望您能把握這次美好的經

歷，在您個人的屬靈成長路上繼續努力，持守禁食祈禱的操練，

透過這個蒙恩途徑更體會天父的慈愛和帶領；亦順此鼓勵您將大

齋節禁食期間省下來之金錢，奉獻予 貴堂，俾便彙轉本會屬下

之禧恩堂服務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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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會關懷貧窮網絡【註：

奉獻目標為廿四萬元】。願上帝賜福及使用我們卑微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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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感恩、仰望 
 

盧龍光牧師的分享 
 

 

自 2018 年 12 月 18 日知道自己涉及一宗被本會一間中學女職員

的性騷擾投訴，至今已 16 個月。由於我和投訴者曾達成一項保密協

議，雖然已被洩漏，但我仍然保持緘默，一直避免公開分享我的感

受、看法和反思。 

 

由我被通知涉及該事件開始，經歷了詫異、反思、感恩、委屈、

憤怒、檢討等心路歷程；在這段日子中感謝不少弟兄姊妹和家人的

關心、信任、提醒、分擔，因這事對他們造成的傷害，至今我仍覺愧

疚，謹向他們道歉。另外，我也經歷了質疑、審判、責難、冷漠的眼

光和言語。 

 

本會常務委員會在此事件後成立的「檢討小組」，在 2020 年 4 月

5 日的主日崇拜週刋登載了「報告撮要」，相信這是我向眾弟兄姊妹

交代的適當時刻。 

 

「報告」指出：負責處理事件的「調查小組」，權責不清，「對涉

事人士［投訴者和被投訴者］的利益未有公平保障」；「事件中被投訴

者並未完全被告知『調查小組』獲悉的所有證供，而『調查小組』不

贊成將會議紀錄交被投訴者，以致無法作全面申辯。『調查小組』的

結論未經過符合程序公義的研訊程序，因此不能視為穩妥的『裁決』」；

「在不預期的洩密情況下，被傳媒以『教會裁投訴成立』及部分錯誤

內容報導，引起他人誤會，對被投訴者並不公平」。洩密事件破壞會

眾對教會的信任，亦對投訴者、被投訴者及其家人造成傷害。 

 

這份報告可以說還了我的部分清白。但若要更完整地解答「究

竟發生了甚麼事？」就需要重新作出全面而公正的調查，這也是一

些弟兄姊妹向我作的建議。在此，我必須強調，我當日了解教會成立

的「小組」，目的是進行有如家庭內部的調解，或是「平等機會委員

會」的調停，並非作出深入的調查及研訊，亦不會作出甚麼「裁決」。

我在此事件中，已經接受了「調解協議」，前提是不想令投訴者不快。

因此，現在我仍本此初衷，決定不會作出重新調查的要求。全份「檢

討小組報告」的公佈，我認為是處理這令人傷痛事件的結束。求主憐

憫！醫治安慰所有因這事件受傷害的人！ 

 

其實，當我收到被投訴的通知後，除了詫異及委屈，我即時的另

一反應是感恩！因為我警覺到上帝的鬧鐘已響；我在 2012 年中已是

本會的退休牧師，早應放下本會的工作責任，可以愉快地開展人生

下半場的事奉，因此我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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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投訴初期，曾經因以為自己令投訴者不開心表示歉意。如

今閱讀了記錄，亦獲得其他資料，對整個事件感到疑惑和遺憾！無

論如何，由於我主動辭去校監職務，成為此投訴事件得以解決的主

因，我亦為此感恩。 

 

這事件使我就這四十多年的牧養態度作深切反省；今後我將提

高警覺，更敏感於別人感受，尤其是不經意間可能使別人感到傷害；

但我仍然堅持以親切的態度，不分男女老幼尊卑的差異，以信任、愛

心說誠實話，作為我牧養的態度和原則。仰望主的憐憫並给我恩賜，

因為這次的經歷，使我將來可以牧養教會和社會中，因遇到不公而

需要協助的投訴者和被投訴的人。 

 

回顧過去，保羅的話時常是我的指引：「我被你們、或任何人評

斷，都認為是一件小事；我自己並不評斷自己。我覺得自己良心清

白，但不能因此證明我沒有罪。惟有主才是審斷我的。」（現代中文

譯本，林前 4:3-4）；「感謝上帝，因他有說不盡的恩賜！」（林後 9:15）

阿們！ 

 
本堂栽培訓練部         青成主日學《彼得前書》 
 
內容簡介：《彼得前書》是一封簡短的書信，馬丁路德如此形容《彼得前

書》：「既真實又寶貴的新約書卷」。不同的聖經學者亦對《彼得前書》的

評價甚高：馬竭爾(Marshall)：「這封信是很適合作為教會會友或慕道

者的學道手冊的。」夏理遜(Harrison)：「其內容充滿了溫馨和同情。」

戴維斯(Davis) ：「《彼得前書》是早期教會如何應用舊約和耶穌之言於

教會的處境使用的，是現代教會應該借鏡的。」今天的教會就如《彼得

前書》寫在小亞細亞北部和早期教會的基督徒一樣，在苦難和受逼害中

仍然等待上主的呼召。「被揀選」成為重生並有盼望的人，使我們有信

心的渡日，立志過聖潔的生活，並把上主的福音與他人分享。 
內容： 
日期 主題 
5 月 3 日 彼得前書導論 
5 月 10 日 彼得前書 1-2:10 上帝的呼召 
5 月 17 日 彼得前書 2:11-5:14 信仰在苦難世界的堅持 
 
導    師：神學生周冠宗弟兄      

日    期：2020 年 5 月 3、10 日、17 日(主日) 

地    點：使用 ZOOM 軟件在家中進行 

時    間：下午 2：00-3：30 

報名方法：網上報名(lc.stn@methodist.org.hk)，透過 whatsapp 傳送 

課堂筆記及網上課室連結 



 10

MEMMEMMEMMEM    循道衞理佈道團循道衞理佈道團循道衞理佈道團循道衞理佈道團    主辦主辦主辦主辦 2020 年 4 月份 MEM 祈禱會    

鑑於本港疫情仍然嚴峻，是次 MEM 祈禱會繼續以 Zoom 視像聚會模式舉
行，詳情如下： 
日期：2020 年 4 月 15 日（禮拜
三） 
時間：晚上 7:00 – 8:00 
 
查詢：請電 3725 4566 或電郵 admin@mem.hk 與同工聯絡 
願我們同心合意為世界各地疫情、經濟民生、為教會、福音及佈道事工
懇切禱告。 
 
「在盼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羅馬書12:12） 

 
本會信徒培訓部主辦 

我們的屬靈傳承我們的屬靈傳承我們的屬靈傳承我們的屬靈傳承 WESLEYAN HERITAGEWESLEYAN HERITAGEWESLEYAN HERITAGEWESLEYAN HERITAGE    

迷失與傳承(1)(1)(1)(1)    向貧窮人傳福音的教會向貧窮人傳福音的教會向貧窮人傳福音的教會向貧窮人傳福音的教會    
     

  自二０一九年下半年開始，反修例社會運動、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令

香港迅速走入一個艱難的時代，對我們每個人由日常生活、社會關係及

信仰學習（都帶來挑戰。 

  本會信徒培訓部於二０二０年四月下旬，透過面書專頁｢我們的屬靈

傳承 WESLEYAN HERITAGE｣(www.facebook.com/2020wesleyanheritage)，推出不

同主題項目，讓弟兄姊妹在網上也有不同學習機會。我們亦於二０二０

年四月廿一日（禮拜二）晚上舉行網上交流聚會，邀請本會兩位義務教

士蒞臨，分享會祖衞斯理約翰服侍的使命及本宗傳統的傳承，誠邀各堂

弟兄姊妹參與，透過文章閱讀及嘉賓分享，參加者彼此交流學習。有關

詳情臚列如下—— 

主  題：迷失與傳承 (1) ——向貧窮人傳福音的教會 

日  期：二０二０年四月廿一日（禮拜二） 

時  間：下午八時至九時三十分 

形   式：網上聚會（Zoom 視像會議軟件） 

嘉  賓：葉菁華義務教士、梁智信義務教士 

內   容：文章選讀（選讀會長林崇智牧師撰寫之「迷失與傳承(1) ——向貧

窮人傳福音的教會」）、嘉賓分享、答問環節及小組分享 

報   名：請於四月十九日（主日）或以前報名，費用全免  

1.  登入 http://tiny.cc/b47bmz；或 

2.  掃描二維碼 

備   註：1. Zoom 乃免費下載軟件。 

2.  報名必須提供電郵地址（辦事處同工以電郵送出閱讀文章，

並於聚會前一天以電郵發送 ZOOM 連結）。 

3.  為鼓勵投入分享，聚會時所有參加者必須啟動 ZOOM視訊功能，

期間安排義工提供技術支援。 

查  詢：請致電 3725 4530 聯絡總議會辦事處梁翠湄女士或施泳欣女士 

ZoomZoomZoomZoom 會議資料會議資料會議資料會議資料：：：：    

https://zoom.us/j/989329181 

會議  ID：989 329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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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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動心靈的聖經默想觸動心靈的聖經默想觸動心靈的聖經默想觸動心靈的聖經默想」」」」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目的： 在這不尋常的日子，轉眼注目耶穌，實踐生活中與主親近實踐生活中與主親近實踐生活中與主親近實踐生活中與主親近，學習靈修培

養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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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的關係人的關係人的關係；並藉屬靈交談，加深

對靈修實踐的了解。 

形式：信息，學習不同默想方法，實踐指引，藉小組聆聽深化實踐經驗。

（另外，每人兩次半小時視像個人靈修指導，進深與上帝的關係。） 

日期：(A 組) 4 月 12、19、26 及 5 月 3、10、17 日（主日） 

(B 組) 4 月 14、21、28 及 5 月 5、12、19 日（星期二） 

時間：(A 組) 2:30-4:30pm；(B 組) 7:30-9: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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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祈禱如

下： 

 

屬靈導師：柯秉蕙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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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  詢：請電 29842608 / 25272026，或電郵

orpw@methodist.org.hk 聯絡柯秉蕙姑娘。 

 

講 道 筆記                      講員：王澤堂牧師 
 
講題：「疫情中的復活節」 

經文：耶利米書 31：1-6  約翰福音 20：1-18  歌羅西書 3：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早禱 2 分鐘 • 求上帝賜予當天所需恩典。 

聖經默想 20-30 分鐘 • 應用提供的靈修指引作聖經默想祈禱。 

晚禱 5-10 分鐘 • 意識省察祈禱（生活中發現上帝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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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經經經        常常常常        聚聚聚聚        會會會會        一一一一        覽覽覽覽    

主日崇拜    禮拜日 11:00am 主日聖餐 每月第一禮拜日 11:00am 網上崇拜 

周六崇拜    禮拜六 5:30pm 周六聖餐 每月第一禮拜六 5:30pm 暫停   

主日祈禱會 每月第四禮拜日           10:00am 暫停 

週六祈禱會 每月第四禮拜六            7:00pm 暫停 

兒童主日學     (幼稚園至小六) 禮拜日              11:00am 暫停 

詩班 禮拜 日        10:00am 及 12:30pm  

敬拜隊 禮拜五 7:30pm 及禮拜六  4:00pm  

成 年部：                        福樂家  禮拜日               9:30am 暫停 

哈該家 隔禮拜日             2:00pm  

阿摩司家 每月第二禮拜六        8:00pm  

以斯帖家 禮拜三              10:00am  

年輕人小組 每月一次聚會      

              以利亞團契 每月第四禮拜日下午  

           但以理團契(職青) 禮拜六                 8:30pm  

 約書亞團契(職青) 每月第一禮拜六         2:30pm  

青少年部： 青少年牧區 禮拜六                 2:30pm          暫停 

          三一團契 禮拜六                 8:15pm  

  基督少年軍第 38分隊 禮拜六                 3:00pm 暫停 

主    任：王澤堂牧師    宣 教 師：勞敏儀女士  蘇家安先生 

行政助理：黃翠賢女士    宣教幹事：曾少卿女士  葉智聰先生 

神 學 生：周冠宗先生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沙田堂        地  址：沙田新田圍邨欣圍樓地下 

電話：2684 1026               傳  真：2698 6398 

http://stn.methodist.org.hk   電  郵：lc.stn@methodist.org.hk 

沙 田 循道沙 田 循道沙 田 循道沙 田 循道 衞衞衞衞 理中 學理中 學理中 學理中 學            校   長：何 振 傑 先 生     

電  話：2602 1300               地  址：沙田新田圍邨 

循 道循 道循 道循 道 衞衞衞衞 理 楊震家 庭 成長 軒理 楊震家 庭 成長 軒理 楊震家 庭 成長 軒理 楊震家 庭 成長 軒     主  任：曾泳淇女士      

 電  話： 2605 7155            地  址：沙田新田圍邨欣圍樓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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