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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基 督 教 
循 道 衞 理 聯 合 教 會 沙 田 堂 

                回到衞斯理約翰屬靈的家吧！            盧龍光 
 

  今年的衞斯理主日，五月廿四日，正好是本會會祖在一七三八年，在倫敦亞

德門街的一個聚會中經歷靈性復甦的日子；這個日子改變了他的個人和世界的教

會歷史。因為他的屬靈經驗使他突破了過去只着重理性、規矩和教會傳統的框

框，推動了在戶外佈道、關心和改革社會，着重個人及社會的聖潔等運動；以聖

經為基礎，抗拒來自英格蘭國家教會當權者的壓力，但卻堅持不離開國家教會，

拒絕那些分裂教會的建議；他在一七九一年離世後，由於國家教會的當權者排斥

這群「循道友」（Methodists），既不按立他們為牧師，即使是牧師也不允許他們

在堂會內講道，甚至不允許他們領受聖餐，這才迫使英國的「循道友」群體在一

八九七年正式稱為「教會」；這不是衞斯理的原意，是被動的結果。 

  過去一、兩年，由於香港社會，在政治立場的分歧，造成了會友中的矛盾和

傷害，再加上和個別牧者關係的疏離，教會有些事情處理失當，使一些會友失去

對教會的信任而離開了本會。在疫情中本會停止了各堂的現場崇拜，當我們恢復

正常崇拜時，會有多少會友不再回來？  

  是的，衞斯理的教會觀是廣闊的，我們大家都屬於基督的身體，而不是一個

宗派教會；為甚麼我們一定要參加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老實說，我自己在過去一

年多也在深思！ 

  在衞斯理主日，我重新去思考衞斯理的傳統和精神；我們的確可以轉去任何

一個合乎聖經的教會，但我們不可以是一個教會的遊蕩者；因為基督道成肉身的

榜樣，叫我們也必須道成肉身，投入一個信仰的群體內生活、事奉和委身；而我

們在過往被上帝帶領成為循道衞理大家庭的一份子，除非有上帝清楚而強烈的呼

召，或是特別的原因被迫離開，否則我們不應為一些「人為」的理由，無論是社

會、政治、處事不當等因素，或感情上的失望和不滿，便離開我們所屬的教會和

堂會。 

  再者，衞斯理的傳統和精神，若我們願意去認識，就知道這是我們值得去珍

惜的屬靈財寶。我們過往可能只強調衞斯理的一些口號式的主題，如「世界是我

牧區」、「完全觀」、「宣講和社會服務結合」等，其實這些不是衞斯理精神的核心。 

  衞斯理的核心，在於高舉聖經，他自稱為「一書之人」，但其實他不忽略其他

學問，並且輔以理性、教會的一些傳統（不是全部）、經驗去理解聖經和信仰。而

他身處十八世紀的科學、工業、思想和社會急速發展的年代，他不拘泥於一些僵

硬的傳統、概念和形式，敢於放棄和更新，但這些都必須在聖經的光照下考量。 

  今天，我們希望從聖經中得到簡單、直接、實用的答案，卻不願意花時間去

查考和考量，反而被一些流行的神學、教會潮流、社會和政治觀，負面的感覺等

所控制。衞斯理的精神，經歷了時代的考驗，是我們面對今日和明天機遇的資產！

讓我們肯定，並且重回我們屬靈的家吧！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二零年二零年二零年五五五五月月月月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日日日日                            衞斯理主日衞斯理主日衞斯理主日衞斯理主日                            基督升天後基督升天後基督升天後基督升天後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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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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當向上帝唱詩，歌頌他的名；為那駕車經過曠野

的修平道路。他的名是耶和華，你們要在他面前歡樂！ 

(詩篇 68：4) 

唱    詩------------「靈友歌」(普頌 357 首)----------起立同唱 
 
啟應禱文-------------------------------主席讀啟，會眾讀應 
 

啟： 上帝賜給我們永生，而這永生是在他兒子裏面的。那有上帝兒

子的，就有生命；沒有上帝兒子的，就沒有生命。 

應： 主啊，我們感謝你所賜永生的盼望，願我們都能以警醒、順服

和愛慕的心去持守。 

啟： 如果你一隻手或是一隻腳使你跌倒，就把它砍下來扔掉。你缺

一隻手或是一隻腳進入永生，比有兩手兩腳被扔進永火裏還

好。如果你一隻眼使你跌倒，就把它挖出來扔掉。你只有一隻

眼進入永生，比有兩隻眼被扔進地獄的火裏還好。 

應： 主啊，我們感謝你所賜永生的盼望，願我們都能以警醒、順服

和愛慕的心去持守。 

啟：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

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愛惜自己性命的，就喪失

性命；那恨惡自己在這世上的性命的，要保全性命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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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禱--------------------------------------------主席 
 
讀    經-------------主題：持定永生-----------周冠宗弟兄 

 
新約：使徒行傳    1：6-14            (新約 179 頁） 
福音：約翰福音   17：1-11            (新約 169 頁） 
書信：彼得前書    4：12-14;5：6-11   (新約 373 頁） 

 
講    道-------------講題：「望天」------------王澤堂牧師 
 
唱    詩----------「基督精兵歌」(普頌 418 首)-------起立同唱 
 
奉    獻--------------------------------------------眾坐 

 
請 以 敬 虔 的 心 預 備 奉 獻 

 
家事及牧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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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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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 主啊，我們感謝你所賜永生的盼望，願我們都能以警醒、順服

和愛慕的心去持守。 

啟： 親愛的，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藉着聖靈禱告，保守自

己常在上帝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進入永生。 

應： 主啊，我們立志以警醒、順服和愛慕的心去持定永生的盼望，

願主保守引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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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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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區議會於 26/4 議決從「方麗寬紀念專款」撥出二十萬元，緊急

援助本堂會友或恆常參與本堂聚會者，讓因今次疫情而失業、開工

不足或收入大減者申請，以支援申請人或其同住家人。如有查詢或

擬提出申請者，請與本堂同工聯絡。 

3. 總議會代表部會議將於29-30/5在本會九龍堂舉行，請各代表準時

出席。 

1. 今主日為衛斯理主日，願主讓弟兄姊妹學習會祖衛斯理約翰的屬靈

操練，成為一個身心靈活潑的循道衛理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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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港各行各業在疫情下遭到嚴重打擊，求主讓疫情消退時，經濟活

動可以逐漸回復，就業狀況也回復正常。 

4. 為本堂盟約門徒小組的招募工作禱告，願主使用此事工，幫助弟兄

姊妹建立門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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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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2424/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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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3030/5/5/5/5 總議會主日總議會主日總議會主日總議會主日    31313131/5/5/5/5    總議會主日總議會主日總議會主日總議會主日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陳育賢弟兄 葉灼玲姊妹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蘇家安宣教師 蘇家安宣教師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敬拜隊 A 梁靜琳姊妹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李家澎弟兄 鄺月梅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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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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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藹怡姊妹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    基督升天後主日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使徒行傳 2:1-21 約翰福音 7:37-39 彼得前書 12:3 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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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龍輝弟兄陳俊達弟兄 

鄭雅盈姊妹 

鄺月梅姊妹  曾兆基義務教士 

鄧家強弟兄  曾靜文姊妹 李艷芬姊妹 

 17171717/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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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層基層基層基層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55556666,,,,720720720720.00.00.00.00    

總總總總                數數數數    56565656,,,,72072072072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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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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一個恆久美滿的婚姻如何建立一個恆久美滿的婚姻如何建立一個恆久美滿的婚姻如何建立一個恆久美滿的婚姻？】？】？】？】 

【【【【如何改善你的婚姻生活如何改善你的婚姻生活如何改善你的婚姻生活如何改善你的婚姻生活？】？】？】？】 

【【【【如何讓兒女在健康如何讓兒女在健康如何讓兒女在健康如何讓兒女在健康的家庭中成長的家庭中成長的家庭中成長的家庭中成長？】？】？】？】 

《美滿婚姻課程》的目的是幫助夫婦建立一份健全並能持久的婚姻關係，

專為強化夫妻關係所設計的。透過課堂讓夫婦重新認識對方，也認識自己

全新的一面；夫婦會有機會討論一些隱藏在忙碌生活底下、懸而未決的問

題；夫婦會同時發現能讓配偶感到被愛的重要；夫婦將有時間討論一些傷

害對方的事情，並學習如何醫治傷痛；並一同探討夫妻關係裡的壓力來源。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堂堂堂堂 現正舉辦此課程如下現正舉辦此課程如下現正舉辦此課程如下現正舉辦此課程如下：：：： 

日期：  2020年 6月 27日、7月 11日、7月 25日、8月 8日、 

          8月 22日、9月 5日及 9月 12-13日營會 (共七堂) 

時間：  7:30 p.m. – 9:45 p.m. 

地點：  豐盛校園 大禮堂 

費用：  每對夫婦 $500 (準時出席 5堂或以上可全數退回費用) 

營會地點：馬灣挪亞方舟 

營會費用：待定 (二人燭光晚餐及雙人住宿一晚) 

名額：  8對夫婦 

本課程提供輕盈晚餐及附送《美滿婚姻課程》來賓手冊一式兩本。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建建建建議婚齡議婚齡議婚齡議婚齡為為為為十年以上十年以上十年以上十年以上者參者參者參者參加加加加；；；；是次課是次課是次課是次課程不設托兒程不設托兒程不設托兒程不設托兒安安安安排排排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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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沙田堂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沙田堂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沙田堂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沙田堂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屆屆屆屆《《《《美滿婚姻課程美滿婚姻課程美滿婚姻課程美滿婚姻課程》》》》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丈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妻子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丈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妻子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對本課程的期望： 

丈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妻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表請交予報名表請交予報名表請交予報名表請交予：：：：勞敏儀宣教勞敏儀宣教勞敏儀宣教勞敏儀宣教師師師師   截截截截止止止止日期日期日期日期：：：：7 / 6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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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 

崇崇崇崇    拜拜拜拜    事事事事    奉奉奉奉    人人人人    員員員員    退退退退    修修修修    日日日日    營營營營 

 

各位崇拜事奉人員： 

 

肺炎疫情，暫停了我們的恆常事奉。在事奉停擺的歇息中，不知各位的崇拜

生活和信仰操練如何？ 

 

重回昔日的崗位時，讓我們在退修中，藉著靈修默想，討論分享，再次檢視

自己與神、與人的關係。 

 

日期：2020 年 6 月 25 日（星期四）（端午節） 

時間：上午 9：30 至下午 5：30（教會將安排午膳） 

地點：豐盛校園 

對象：週六週日崇拜事奉人員（包括領導團、影音小組、詩班、敬拜隊） 

導師：譚嘉茵宣教師（香港堂同工） 

費用：全免 

報名：敬請各位事奉人員預留時間，務必出席。若未能出席，請儘早通

知所屬小組負責人-- 

敬拜隊：李國頌 

詩  班：伍蕙珠 

音  響：林禮濤 

領導團：主日黃翠賢；週六李晴峯 

備註：如遇疫情變動，活動將會另作安排或順延至下年，請留意教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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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 「香港堂神學訓練專款」接受申請 ✤ 
� 關心神學訓練需要，熱心奉獻支持 � 

 

本堂神學訓練專款緣起自本堂多位熱心教友於離世前立下遺

囑，將部分遺產撥出指定作為神學訓練之用，鼓勵弟兄姊妹接受神

學訓練，栽培人才，為主作工。專款成立至今，曾共支持 133 位本

堂及本會會友就讀長期或短期之神學課程。當中亦有多位弟兄姊妹

於完成神學訓練後，加入本會全職事奉行列。本專款實有賴主內同

道繼續熱心奉獻，以持續支持神學訓練工作。有意奉獻者，請與本

堂堂主任潘玉娟牧師聯絡。 

 

專款現已開始接受申請，詳情請參閱專款之章則（刊登於總議

會之《神學主日特刊》），並聯絡本堂行政助理彭小姐（電話：2528 

0225）索取申請表格。截止申請日期為六月三十日截止申請日期為六月三十日截止申請日期為六月三十日截止申請日期為六月三十日。 

 

本會        2020-2021 年度盟約門徒 
 
盟約門徒小組乃倣效循道衞理宗早年的班會小組精神 

而設立。盟約門徒小組成員就「關懷、公義、敬拜、靈修」四個範疇訂

立約章，每週聚會，彼此關懷鼓勵，互相問責守望。透過遵守約章及小

組的支持，靈命得以成長。 

 

小組聚會：今年七月至二 0二一年六月，每週聚會一次，每次約七十五分鐘。 

對    象：1.需具立志委身過門徒生活的意願。 

2.了解及認同盟約門徒小組的目的與精神、運作與承諾。 

3.已受洗並經常參與本會聚會者。 

4.自願報名參加。 

報    名：請向教牧同工索取報名表，填妥後交回同工。 

截止報名：五月卅一日 

備    註：當盟約門徒小組成員完成一年守約旅程後，可按完成年期

次序獲門徒徽章一枚，並必須出席每年舉行之「盟約門徒守約者聯合

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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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採用「三代經課」 

復活節期及聖靈降臨節共七個主日「舊約」部分採用「使徒行

傳」之傳統說明： 

美國聖公會、衞理公會、信義會、長老會四大主流教會，於 1992

年依據天主教梵蒂岡大公會議 1969 年版的經課，修訂而成的「新修

訂版通用經課」。本會所用即此版經課，現為聖公會、循道衞理會、

信義會、長老會、天主教共用。 

復活節期及聖靈降臨節共七個主日經課之舊約部分，由使徒行

傳取代，因基督的復活，創始了一新紀元，以初期信徒生活見證，

構成復活期教理傳講的基本教材。將這五十天作一整體慶祝，就是

基督受難、死亡、復活、升天、差遣聖靈，構成一個完整的救恩。 

 
 

講 道 筆 記                      講員：王澤堂牧師 
 
講  題：「望天」 

經  文：使徒行傳 1：6-14  約翰福音 17：1-11 

彼得前書 4：12-14;5：6-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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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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