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們是上帝的子民」         簡祺標 

  本會今年全年主題：「我們是上帝的子民」。這是每個信徒在地

上屬靈的身分認同，不論身處那個時代、那個地域、那個群體，都

不會失去的，更要努力彰顯出來，使復活的主得榮耀。 

  從今主日經文中讓我們看見兩個上帝子民的標記。 

  第一，湧流出活潑的生命。信徒要與主耶穌產生直接結連的關

係，正如耶穌向井旁的婦人發出挑戰：「誰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

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面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約 4:14）

耶穌又向群眾挑戰：「信我的人……從他腹中將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約 7:38） 

  彼得獲得聖靈的能力，出去公開宣講耶穌就是勝過了死亡，並

復活的救世主基督。彼得和約翰勇敢地回應在位者：「聽從你們，不

聽從上帝，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判斷吧！我們所看見

所聽見的，我們不能不說。」（徒 4:19-20）門徒的生命湧流出信心

和勇氣，面對強權而不退縮，作出見證。 

  保羅在腓立比被關在監獄，被棍打、下內監、兩腳拴在木架上。

但是，保羅和西拉於半夜在獄中禱告唱詩讚美上帝，眾囚犯側耳聽

着，最後連獄警一家也受洗歸主。保羅和西拉的生命湧流出喜樂和

平安，面對黑暗而不畏懼，分享信仰。 

  第二，領受聖靈，恩賜服事。今主日是教會所定為聖靈降臨主

日，是記念五旬節那日，藉天上下來的響聲，好像一陣大風吹過，

有舌頭如火焰落在當時門徒身上，就被聖靈充滿，按着聖靈所賜的

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今天聖靈繼續隨着其自己的心意將恩賜分給每個信徒，目標是

要建立教會，建立基督的身體。保羅透過哥林多前書教導我們聖靈

賜下不同的恩賜，如智慧的能力、知識的能力、信心的能力、醫病

的能力、行異能的能力、辨別諸靈的能力、說方言及翻方言的能力，

還有作使徒、作先知、作教師、作關懷、作治理等。保羅提醒每個

信徒要追求那更大的恩賜，就是愛。 

  弟兄姊妹，讓我們在這個充滿挑戰不安的世代，忠心地活出「我

們是上帝的子民」。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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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一日日日日                            總議會總議會總議會總議會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聖靈降臨主日聖靈降臨主日聖靈降臨主日聖靈降臨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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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六 崇 拜 程 序 
 

主席：陳育賢弟兄 

 
敬    拜-----------------------------------------敬拜隊 
 

「一首讚美的詩歌」 
「祈求主聖靈」 

「懇求主」 
 

讀    經-------------主題：靈裏服侍-----------李家澎弟兄 
 
舊約：出埃及記   19：1-9             (舊約 102 頁） 
福音：約翰福音   14：15-21;15：26-27 (新約 165 頁） 
書信：使徒行傳   11：19-30           (新約 197 頁） 

 
講    道---------------靈裏服侍-------------蘇家安宣教師 
 
奉    獻-----------------「懇求主」-----------------同唱 

 
 
家事及牧禱--------------------------------------教牧同工 
 
祝福差遣----------------------------------------教牧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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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席：葉灼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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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差遣你的靈，牠們就受造；你使地面更換為新。 

願耶和華的榮耀存到永遠！願耶和華喜愛自己所造的！ 

 (詩篇 104：30-31) 

唱    詩----------「三一來臨歌」(普頌 2 首)---------起立同唱 
 
啟應禱文-------------------------------主席讀啟，會眾讀應 
 

 

啟： 上帝的子民哪，我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都歸給耶和華！ 

應： 要將耶和華的名的榮耀歸給他，要敬拜神聖榮耀的耶和華。 

啟： 創造萬有的主宰，厚賜恩典的上帝，當我們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時，

你沒有放棄我們，更賜下你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釘身十架成就救

恩。 

應： 主啊，我們感謝讚美你！ 

啟： 基督、教會的元首，你讓我們這信仰群體，在這紛亂的社會中，努

力為你作見證。求主引導我們，學效你的謙卑，服事不同的人。 

應： 主啊，求賜智慧能力，使我們能透過宣教牧養、學校教育及社會

服務，見證你的大愛。 

啟： 懇求聖靈降臨，使我們如昔日門徒一樣，同心合意，又有勇氣和

能力來宣講福音，求你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我們。 

同頌： 願榮耀歸予我們三一真神，願主在我們身上得着當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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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禱--------------------------------------------主席 
 
讀    經-------------主題：靈裏服侍-----------鄺月梅姊妹 

 
舊約：出埃及記   19：1-9             (舊約 102 頁） 
福音：約翰福音   14：15-21;15：26-27 (新約 165 頁） 
書信：使徒行傳   11：19-30           (新約 197 頁） 

 
講    道---------------靈裏服侍-------------蘇家安宣教師 
 
唱    詩----------「復興主工歌」(普頌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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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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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 主 禮 及 詩 班 退 席 ， 會 眾 默 禱 後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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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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六及主日為聖餐主日，敬請弟兄姊妹預備身心靈，同領主餐。 

2. 三位教牧同工在今週六均出席/列席總議會代表部會議，敬希垂注。 

3. 為欣賞及鼓勵本會堂會及會友、屬校師生及社會服務單位同工義 

工，在疫情中同心同行，用愛心及行動服侍貧弱而製作之短片，現

可經此連 結下載

https://www.methodist.org.hk/confsunday/download/video-2020 或  

經 YouTube 頻道

https://www.methodist.org.hk/confsunday/youtube/video-2020-CH 收看。 

4.  今主日起，弟兄姊妹可自行於於領導團枱或崇拜投影片掃描二維碼

瀏覽主日崇拜週刊，領導團亦有少量硬本供弟兄姊妹領取。 

5. 2019/2020年度之奉獻証明信已備妥，弟兄姊妹可到領導團領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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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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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主日為總議會主日，願主祝福本會不同的單位及堂會，讓各項宣

教、教育、服務之工作皆能彰顯主的榮耀，更多的生命得到祝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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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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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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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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30/530/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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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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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再生弟兄 

鄧家強弟兄  曾靜文姊妹 

曾兆基義務教士 謝曉盈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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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浩邦弟兄 劉啟樑弟兄/陳藹怡姊妹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林禮濤弟兄 葉俊傑弟兄 /郭瑞文弟兄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陳藹姍姊妹  

 

下

週

 6/66/66/66/6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7/67/67/67/6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李振明弟兄 葉俊傑弟兄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王澤堂牧師 王澤堂牧師 

聖餐執事聖餐執事聖餐執事聖餐執事    教牧同工 教牧同工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敬拜隊 B 鄧少琴姊妹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韋鍵鏘弟兄 曾淑雯姊妹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陳重安弟兄 陳桂清姊妹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宋振洲弟兄 林禮濤弟兄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    聖三一主日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創世記 1:1-2,4 上  馬太福音 28:16-20  哥林多後書 13:11-13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林晴姊妹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李晴峯弟兄 曾頌為弟兄 

何文諾弟兄 余穎彤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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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24/524/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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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50.0017,350.0017,350.0017,350.00    

1,250.001,250.001,250.001,250.00    

總總總總                數數數數    18,600.0018,600.0018,600.0018,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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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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將於今星期六及主日 (5 月 30、31 日)，恢復週六(下午 5 時 30 分)現

場崇拜  及主日(上午 11 時正)現場崇拜，亦同時提供網上直播，弟兄姊妹可

按個人情況，選擇返本堂參加現場崇拜，或繼續留守家中，依時參與本堂之

網上崇拜。 

 

根據衛生防護中心最新公布「給宗教聚會的健康指引」的預防措施，本堂將

實施下列安排，請出席現場崇拜人士留意及遵守： 

1. 弟兄姊妹返本堂崇拜或聚會時須戴上外科口罩，用消毒搓手液清潔雙手； 

2. 在禮堂入口接受探熱檢查體溫； 

3. 參加者應避免身體接觸，暫停握手問安之習慣，請以點頭或拱手方式代替； 

4. 本堂將不提供聖經及詩歌集，鼓勵參加者自備所需物品； 

5. 請避免在禮堂內進食，本堂亦不會提供飲用水，請各參加者自備； 

6. 請按禮堂內安排好的座位就坐，或接受同工指引，並盡量與他人保持最少

一 米的社交距離； 

7. 參加聚會人士需留下姓名及聯絡方法，將有助於需要時追蹤接觸者； 

8. 若有發燒、傷風、咳嗽、或呼吸道感染徵狀，請及早求診並留在家中休息； 

9. 聚會期間如感到身體不適，請主動通知本堂同工，並盡早求診就醫； 

10. 禮堂內會開門窗、風扇及通風系統，確保空氣流通。 

 

另外，各團契、部組可回復往常的聚會及會議，雖則人數較崇拜少，亦非公

開聚會，但請各位採取一般預防措施，以降低感染和傳播冠狀病毒的風險。 

 

多謝大家的體諒與配合，請大家繼續為香港社會及為教會的情況禱告。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沙田堂 

2020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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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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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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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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六六    四四四四    祈祈祈祈    禱禱禱禱    會會會會 

 

日期：二 0 二 0 年六月四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八時正 

地點：欣圍樓禮堂 

內容：唱詩、祈禱、讀經、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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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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信徒培訓部屬下   盟約門徒事工執行委員會主辦 

    

盟盟盟盟    約約約約    門門門門    徒徒徒徒    組組組組    長長長長    訓訓訓訓    練練練練    

    
日  期：二０二０年六月十八日（禮拜四） 

時  間：下午七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 

地  點 ：總議會辦事處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衞斯理大樓十三樓） 

講  員：盟約門徒事工執行委員會屬下培訓策劃小組成員 

內  容：訓練盟約門徒小組及盟約門徒大專組組長，講解盟約門

徒事工之精神與運作，並提供基本組長技巧訓練 

對  象：１.現屆（2019-2020 年度）盟約門徒小組或盟約門徒大

專組組員，並將獲得表揚；或 

２.非現屆盟約門徒小組組長或組員。唯過去三年（2017

年 7 月至今），至少一年獲表揚（出席 40 次或以上）

【註】；或 

３.本會宣教同工 

【註：上述對象完成組長訓練後，即可擔任 2020-2021 年

度之盟約門徒小組或盟約門徒大專組組長。】 

費  用：$40（包括茶點及訓練教材套） 

備  註：由二０一八年起統一盟約門徒組長訓練。受訓及合資格

之組長日後可擔任盟約門徒小組或盟約門徒大專組之組

長。 

報  名：請瀏覽本會網頁 www.methodist.org.hk 並在近期活動下

載報名表，填妥後於截止日期前連同費用寄交總議會辦事

處。 

截止日期：二０二０年六月十一日 

查  詢：請與各堂堂主任或盟約門徒統籌員聯絡，亦可致電 3725 

4530 聯絡梁翠湄女士或施泳欣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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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信徒培訓部屬下  「基督裏的良伴」專責小組主辦 

 

「基督裏的良伴」靈命塑造訓練課程 

 

一．「基督裏的良伴」認識及體驗工作坊 

日  期：七月七日（禮拜二）及七月八日（禮拜三） 

時  間：下午七時三十分至十時 

地  點：本會香港堂（香港灣仔軒尼詩道卅六號） 

內  容：認識「基督裏的良伴」事工，讓參加者體驗部分靈

命塑造訓練小組之操練模式 

費  用：$50（本會宣教同工或本會神學生免費） 

截止日期：六月廿九日 

備  註：參加靈命塑造訓練小組必須出席兩晚工作坊。 

二．第七屆靈命塑造訓練小組 

日  期：九月至二０二一年五月 

截止日期：七月八日 

【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報名及報名及報名及報名及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網上報名工作坊：登入網址 https://reurl.cc/3Db8nX 或 掃

描二維碼。 

下載認識及體驗工作坊或靈命塑造訓練小組：請瀏覽本會網頁

www.methodist.org.hk 並在近期活動下載報名表。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725 4528 聯絡總議會辦事處梁翠湄女士或

施泳欣女士。 

 

欲了解更多關於「基督裏的良伴」之介紹及分享， 

請瀏覽本會網頁 www.methodis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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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2020202020202020----2021202120212021 年度盟約門徒年度盟約門徒年度盟約門徒年度盟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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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筆 記                      講員：蘇家安宣教師 
 

講  題：靈裏服侍 

經  文：約翰福音 14：15-21;15：26-2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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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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周六崇拜    禮拜六  5:30pm 周六聖餐 每月第一禮拜六 5:30pm 6/6 

主日祈禱會 每月第四禮拜日           10:00am  

週六祈禱會 每月第四禮拜六            7: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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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三一團契 禮拜六                 8: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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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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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