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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種人的堅持            鄧民瀚     

撒種的比喻中比較難解釋的地方，是關於「撒種人」的行為。特別

是在耶穌時代的務農社會，應該有不少人會感到疑惑：是怎樣一個傻瓜，

才會把珍貴的種子，彷似不加思索地任由它們撒在路旁、淺土石頭地和

荊棘裏？ 

這段經文的詮釋空間雖大，但我卻獨愛其中一個說法：「撒種人」不

惜工本的撒種方法，表明了上帝對世界那份沒有計算代價的愛。1 經文

沒有明說「撒種人」是誰，但由於他撒的是「天國的道」（太 13:19）的

種子，讀者因此可以設想他為一位傳道者。他是上主嗎？是門徒抑或是

今日的信徒？無論如何，唯有帶着從上而來那無條件的大愛，傳道者才

能始終如一、不計較地堅持向世上萬民，包括向那些理論上不會聽道和

回應的人，傳揚天國的真道。若我們細心思考這份愛，豈不肅然起敬？ 

要是「撒種人」並不會篩選他的對象，成果就在乎接收的人如何回

應。我並不贊成將這段經文提及的四種土況解釋為四類人，原因是這種

解釋否定了人可以改變的機會。土況喻表人心的狀態。我們都知道落在

好土的種子才能結實累累；然而，我們應該如何面對身處路旁、石頭地

和荊棘地時的境況呢？上主當然期望我們改變！否則比喻說來就沒意義

了。人聽了道也必須深入去「明白」那道（太 13:23），期間還要抗拒患

難和迫害等試煉。我們如何回應和選擇用甚麼態度面對，將會帶來不同

的成果。 

香港正處於世代激烈矛盾的當下，在青少年主日閱讀這段經文時，

我們都應當反省：一、是否願意學習「撒種人」那份無條件與無篩選的

愛，樂意不惜力氣去向另一世代的人傳揚天國的價值？二、是否常常拒

絕或否定另一世代的人轉變的可能性，不自覺按着自己的好惡將他們標

籤，予以論斷？ 

再想想比喻提及三種不夠好的土地，要怎樣才能轉化為良好的土

壤？當然需要「撒種人」願意進一步開墾、施肥、除草、翻土和灌溉。

好比青少年需要別人悉心培育，才能健康快樂地成長。你願意一起培育

他們嗎？ 

 

                                                 
1 Barbara E. Reid, O.P. (2001). Parables for Preachers: The Gospel of Matthew: Year A . Minnesota: The Liturgical Press. 

P.80-82.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二零年二零年二零年七七七七月月月月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日日日日                        青青青青少少少少年年年年主主主主日日日日                    聖靈降臨聖靈降臨聖靈降臨聖靈降臨後第後第後第後第六六六六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2 

 

青 少 年 主 日 

週 六 崇 拜 程 序 
 

主席：葉智聰弟兄 
 
敬    拜-----------------------------------------敬拜隊 
 

「齊來吧」 
「心中的眼睛」 

 
讀    經-------主題：聽從主道‧得享生命------鄭澤斌弟兄 

 
舊約：創世記     25：19-34      (舊約 33 頁） 
福音：馬太福音   13：1-9,18-23  (新約 21 頁） 
書信：羅馬書      8：1-11       (新約 235 頁） 
 

講    道---------「聽從主道得享生命」-------蘇家安宣教師 
 
分    享--------------------------------------陳姵嘉姊妹 
 
奉    獻--------------「祈求主聖靈」----------------同唱 
 
家事及牧禱--------------------------------------教牧同工 
 
祝福差遣----------------------------------------教牧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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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少 年 主 日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席：陳俊達弟兄                         司琴：張佳駒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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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公義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著誓言而行。 

(詩篇 119：106) 

敬    拜----------------------------------------敬拜隊 
「心中的眼睛」 

「祈求主聖靈」 

 
啟應禱文-------------------------------主席讀啟，會眾讀應 

 

 

啟： 青年要如何保持純潔呢？是要遵行你的話。 

應： 求主教導我們律法的真義，好使我們樂意遵行。 

啟： 你趁着年輕，衰老的日子尚未來到，當記念造你的主。 

應： 求主引領我們走生命的道路，因為我們從它得到喜樂。 

啟：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
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應： 求主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好使我們活出基督門徒的樣式。 

啟： 不要忽略所得的恩賜，我要在一切事上專心殷勤去做，讓
眾人看出我們的長進來。 

應： 求主的靈扶持我們，使我們到老也不偏離主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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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禱--------------------------------------------主席 
 
讀    經-------主題：聽從主道‧得享生命-------陳重安弟兄 

 
舊約：創世記     25：19-34      (舊約 33 頁） 
福音：馬太福音   13：1-9,18-23  (新約 21 頁） 
書信：羅馬書      8：1-11       (新約 235 頁） 
 

獻    詩------------祂是我的一切(頁 5)----------本堂詩班 
 
講    道---------「聽從主道得享生命」-------蘇家安宣教師 
 
唱    詩--------「學像耶穌歌」(普頌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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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享--------------------------------------陳天慧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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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教 會 祈 禱 會    
 

七月份主題  宣告主的名：聖靈保惠師 
    

聖靈能使人心中有力，叫我們做事起勁。快快祈求聖靈充滿你，使你常
常心裏火熱，為主大發熱心。 
 
日 期：7 月 12 日（今主日）  
時 間：下午 2：00 至 3：00 
地 點： 中學小禮堂 
 
我們來使教會成為萬民禱告的殿，請預留時間出席，一起宣告主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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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班獻詩             He is my all 祂是我的一切 
~Sally Deford~ 

 
When the night is long, He is the dawn 

當黑夜漫長，祂就是黎明 
Light that never fails though other hope is gone 

雖然失去希望，真光卻永遠長存 
He is the balm for every wound, 

祂療癒每個傷口 
For every sorrow great or small 
安慰大大小小的傷痛 

He is my strength, He is my song, He is my all 
祂是我的力量，祂是我的詩歌，祂是我的所有 

 
When my world is troubled He is peace 
當我的世界充滿憂愁，祂就是平安 

When my soul is burdened He is my release 
當我的心靈疲憊，祂就是我的釋放 

He is my solace when I weep, 
當我哭泣時，祂是我的慰藉 
He is my rescue when I call 
當我呼求時，祂是我的拯救 

He is my strength, He is my song, He is my all 
祂是我的力量，祂是我的詩歌，祂是我的所有 

 
He is my way, my truth, my life, my joy in living 

祂是我的道路，我的真理，我的生命，我喜樂的泉源 
He is my comfort when I fall, and sweet forgiving 

當我跌倒時，祂是我的安慰與寛恕 
He is my fortress, and the rock that cannot fail 
祂是我的山寨，是永不衰敗的磐石 

He is my strength, He is my song, He is my all 
祂是我的力量，祂是我的詩歌，祂是我的所有 

 
So through all my days He is my King 
祂每時每刻作我的主我的王 

Source of endless love and all the praises I sing 
是無盡的愛與讚美的源頭 

And when at last I kneel before Him, 

當生命終結時，我要在主面前跪拜 

Safe at home in heaven’s halls 

於天家安然居住 
Then as before, and ever more, He will be my all 
就如昔日一樣，直到永遠，祂成了我的所有 

He is my Savior, sure and strong 
祂是我的救主，堅定而堅強 
He is the light that leads me on 
祂是引領我前進的真光 

He is my strength, He is my song, He is my all 
祂是我的力量，祂是我的詩歌，祂是我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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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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新冠狀病毒疫情確診人數持續增加，本堂有以下安排 : 
今主日及下主日(7月12、19日) 暫停兒童主日學， 
今主日及下主日(7月12、19日) 暫停福樂家， 
量血壓早餐會 (7月15日) 暫停， 
今主日崇拜 (7月12日) 、7月19的及26日崇拜提供直播YouTube 直播。 

2. 今主日(12/7)下午3時於九龍堂舉行盟約門徒一年一度的守約者聚會，
因應疫情緣故取消，敬希垂注。 

3. 黃翠賢行政助理於14-15、21-22及28-29/7領取年假，勞敏儀宣教師於
16-18/7及21/7領取年假，敬希垂注。 

4. 弟兄姊妹可自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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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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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韋鍵鏘、梁慧思伉儷於 8/7 誕下女兒，重 2.69KG，願主祝福他們一家。 

1. 本港疫情出現第三波爆發，沙田區尤為嚴重，求主看顧保護各區居民，
醫治受感染者，讓全民遵守防疫措施下，疫情盡快受控制。 

2. 今主日為青少年主日，求主讓本堂的青少年事工能夠接觸到不同年齡及
背景的年輕人，將他們帶到上主跟前。 

3. 為沙田牧區各項青少年事工、團契小組及制服團隊禱告，願主賜力量
予眾導師及事奉人員，讓各人繼續肩負宣教使命，帶領青少年人認識
上主，建立豐盛生命。 

4. 為小六升中放榜禱告，願主幫助同學及家長們看見上主所預備合適的前
路，並相信上主的帶領。 

5. 為港版國安法的實施而帶來的社會動盪及不安而祈禱，求主賜香港人
不被恐懼支配，以積極靈活及平靜的態度應對。 

6. 為籌備中的各項青少年暑期活動及暑期聖經班祈禱，求主叫疫情盡快過
去，讓各項活動順利開展，更讓參加者藉此認識耶穌基督的福音。 

7. 為本堂籌組新一屆的門徒課程及盟約門徒小組禱告，願主激勵弟兄
姊妹積極參加，讓生命得著造就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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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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1/711/711/7 青少青少青少青少年年年年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12/712/712/712/7 青少年主日青少年主日青少年主日青少年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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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兆基義務教士 

鄧家強弟兄  曾靜文姊妹 

李艷芬姊妹  謝曉盈姊妹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劉永楓弟兄   陳藹婷姊妹   沈立平弟兄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何文誦弟兄 何文誦弟兄、葉心寧姊妹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宋振洲弟兄 郭瑞文弟兄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袁蘊華姊妹 

 

下

週

 18/718/718/718/7 敬老主日敬老主日敬老主日敬老主日    19/719/719/719/7 敬老主日敬老主日敬老主日敬老主日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黃仲君姊妹 曾兆基義務教士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周冠宗弟兄 周冠宗弟兄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敬拜隊 B 梁靜琳姊妹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梁悅明姊妹 鄭綺明姊妹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溫志奕弟兄 曾兆基義務教士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曾泳渝姊妹 楊紹昌弟兄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創世記 28:10-19 上 馬太福音 13:24-30,36-43 羅馬書 8:12-25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黃嘉恩姊妹  曾健恆弟兄  謝樂然弟兄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李艷芬姊妹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何文誦弟兄 呂詠琛姊妹 

馮詩詠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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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74/74/7    5555////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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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獻獻獻花花花花////獻獻獻獻刊刊刊刊    

慈惠慈惠慈惠慈惠    

宣教差傳宣教差傳宣教差傳宣教差傳    

聖餐慈惠聖餐慈惠聖餐慈惠聖餐慈惠    

暑暑暑暑期期期期佈道隊佈道隊佈道隊佈道隊    

530.00530.00530.00530.00    

10,638.0010,638.0010,638.0010,638.00    

200.00200.00200.00200.00    

    

50.0050.0050.0050.00    

500.00500.00500.00500.00    

145.00145.00145.00145.00    

500.00500.00500.00500.00    

2222,,,,111122220000....00000000    

55555555....000000000000....00000000    

11113333,,,,222200000000....00000000    

3333,,,,222200000000....00000000    

2222,,,,111100000000....00000000    

777700000000....00000000    

2222,,,,000066666666....00000000    

總總總總                數數數數    12,563.0012,563.0012,563.0012,563.00    77778888,,,,333388886666....00000000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55554444 人人人人    136136136136 人人人人    

聖餐人聖餐人聖餐人聖餐人數數數數    34343434 人人人人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110110110110 入入入入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9191919 人人人人    

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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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栽培訓練部  青成主日學青成主日學青成主日學青成主日學：：：：耶穌是誰耶穌是誰耶穌是誰耶穌是誰？？？？    
  
耶穌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但我們對他的認識又有多深呢？讓我們藉著福

音書去淺談「耶穌是誰」。 
 

日 期：26/7, 2/8, 16/8 (主日，共三節) 

時 間：下午 2 時 至 3 時 30 分 

地 點：欣圍樓 

對 象：希望加深認識耶穌的朋友 

導 師：陳敏芝 姊妹 
報 名：崇拜結束後到領導團枱報名 

 

本堂     青少年暑期興趣班青少年暑期興趣班青少年暑期興趣班青少年暑期興趣班    

青少年暑期興趣班現正接受報名，內容有足球班、籃球

班、結他班、木箱鼓班、手作班、桌遊班和護膚品製作

班等，詳情請查閱 QR Code。如有報名及查詢，請致電：

2684 1026 與葉智聰宣教幹事聯絡，所有課程先到先得，

並於 7 月 17 日或之前報名，額滿即止。 

 

本堂           2020202020202020----202120212021202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門徒門徒門徒門徒】】】】接受報名接受報名接受報名接受報名    

門徒(I)：研讀聖經、作主門徒    門徒(II)：扎根真道‧深入世界 

門徒(III)：緊記你們是誰          門徒(IV)：在生命樹下 

門徒課程由美國衛理公會門徒訓練部提供，新加坡衛理公會翻譯，目的乃透過

有深度、有規律的聖經研讀，培養出堅強的基督徒領袖。參加該課程者願意準

時出席並積極參與所有(三十四課或三十二課)的研讀課程(每週兩小時半)，另

外每週願意用三小時作個人備課(即每天半小時，共六天)。 

本堂 2020-2021 年度〈門徒〉課程即將開始，已受洗兩年之本堂教友，有心志

參加此課程者，必須在時間上付代價，願意上虛心學習，渴慕真道，可主動向

牧師及宣教師表明心志，若經甄選為合適參加者，將安排有關細節。 
 

報名要求： 

已受洗兩年或以上並經常參與本堂聚會之本會會友可報讀紅色〈門徒〉 

已修畢紅色〈門徒〉，並積極參與本堂聚會之本會會友可報讀綠色〈門徒〉 

已修畢綠色〈門徒〉，並積極參與本堂聚會之本會會友可報讀紫色〈門徒〉 

已修畢紫色〈門徒〉，並積極參與本堂聚會之本會會友可報讀金色〈門徒〉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2020202020202020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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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社會服務部 

敬老主日 下週於各堂崇拜舉行 

△並收集奉獻支持本會老人服務▽ 

 

  本會為表示對長輩之尊敬，提醒年青一代遵行聖經教導，關心及敬

愛長者，每年均舉行敬老主日，安排屬下社會服務機構同工前往各堂分

享關愛長者服務與信息。今年敬老特刊以「以老護老」為題，由本會

五間社會服務機構分享「以老護老」之個案，並介紹為極有需要護老者

提供之支援服務。有關詳細資料請參閱下週派發之《敬老主日特刊》。 

由於政府對老人服務資助不足，本會特於敬老主日收集敬老獻金，

全數用以補助本會社會服務機構屬下日漸增多的老人單位(合共 36

個)。盼望各弟兄姊妹熱心奉獻，藉本會各機構的服務，將基督的大愛和

信徒的溫情送到有需要的長者心裡。  

＊ 今年奉獻目標：港幣五十萬元 ＊ 

 
本會海外宣教委員會  海外宣教推廣教育小組主辦 

「差遣員祈禱會」 
為本會外派差遣員守望祈禱     

 

受疫情影響，本會外派差遣員梁慧玲女士返回事奉工場行程被迫延後，其宣

教之心並未因此冷卻，在即將重新出發之際，更需要兄弟姊妹同心守望，透

過禱告支持與外派差遣員同心同行。     

    
歡迎關心本會海外宣教事工及外派差遣員之弟兄姊妹出席。 

 

日  期：二０二０年七月十六日（禮拜四） 

時  間：下午七時三十分至九時 

地  點：本會安素堂地下副堂（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五十四號） 

查  詢：歡迎致電 3725 4535 聯絡總議會辦事處鄧欣欣女士 

※敬撥冗出席，同心守望關懷本會外派差遣員及海外宣教事工※ 

外派差遣員 

梁慧玲女士梁慧玲女士梁慧玲女士梁慧玲女士於二０一０年一月起以外派差遣員身分在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菲律賓達

沃地區事奉兩年半，至二０一二年四月前往泰國接受為期三年半之語言學訓練。梁女士

於本年一月初回港述職，原安排至五月中返回工場繼續服侍，惟受疫情影響行程延後，

留港期間梁女士繼續以遙距方式學習錦語及進行字典編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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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事務關注小組    

「一杯涼水」計劃 
香港政府現正向每名年滿十八歲的香港永久居民派發港幣一萬元，為鼓勵會

友更有信仰意義及具創意地善用此筆錢財，社會事務關注小組特推出「一杯

涼水」計劃，呼籲本會會友將政府派發的一萬元，捐出當中不少於十分一，

期望集腋成裘，支持本會五間社會服務機構合共五個扶貧事工： 

 

機

機機

機構

構構

構名稱

名稱名稱

名稱 

  

 計

計計

計劃

劃劃

劃名稱

名稱名稱

名稱 

  

 服

服服

服務

務務

務對象

對象對象

對象 

  

 

１ 亞斯理社會服務處 

 

燃愛緊急關懷基金 轄下服務單位的會員及服務使用者，以支

援非領取綜援的基層貧困家庭、學童或長

者為主。 

２ 愛華村服務中心 

社會福利部 

 

暖暖同心獻關懷 50 個租住北角、筲箕灣及柴灣區之劏房、

板房及少數族裔住戶之低收入家庭(非領

取綜援、入息在全港中位數 55%以下)，有

子女就讀於幼稚園、小學或中學者。 

３ 觀塘社會服務處 

 

「緊急援助基金」計

劃 

服務單位的會員及服務使用者，以支援非

領取綜援的基層貧困家庭及人士為主。 

４ 循道衞理中心 

 

「逆境同行」家庭支

援計劃 

貧困及危機家庭（綜援人士、患病、失業、

突發緊急需要等）。 

５ 楊震社會服務處 

 

「快樂的孕記」—— 年

輕媽媽支援計劃 

服務處屬下之九龍城區青少年外展社會

服務中心服務之年輕媽媽個案，大部分均

為劏房戶、低收入家庭、低學歷及缺乏家

庭支援。 

＊ 有 關 各 事 工 之 詳 情 ， 請 瀏 覽 本 小 組 網 頁 ： 

https://www.methodist.org.hk/acupofcoldwater 

懇請弟兄姊妹積極回應、慷慨解囊，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鄰舍送上一杯

涼水，奉主的名，為困苦者帶來基督的大愛和祝福。 

捐款方法： 

１．請將劃線支票郵寄至本會社會服務部（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衞斯理大樓 14 樓），支票抬頭請寫「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或

「The Methodist Church, Hong Kong」，亦請於信封面及支票背面

註明「一杯涼水」計劃，另請附姓名及回郵地址以便發回收據；或 

２．透過堂會轉交捐款，請使用堂會捐封（封面註明社會服務部「一杯

涼水」計劃），連同現款放入本會各堂之奉獻箱內，如用支票，抬頭

請寫各該堂之堂名。記名者，由收款堂會發回收據。 

３．捐款收集期由即日起至二０二一年二月廿八日。 

＊ 奉獻目標：港幣一百四十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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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部 社會事務關注小組 

「《國安法》帶來的信仰挑戰」研討會 

  本小組訂於二０二０年七月廿五日及八月七日舉辦兩場研討會，邀

請不同牧者、學者、資深信徒及青年信徒就「《國安法》帶來的信仰挑戰」

作分享。現誠邀各堂弟兄姊妹參與，詳情如下—— 

 

 第一場 第二場 

日期 二０二０年七月廿五日（禮拜六） 二０二０年八月七日（禮拜五） 

時間 下午七時半至九時半 下午七時半至九時半 

地點 
本會九龍堂禮堂 

（九龍油麻地加士居道四十號） 

本會香港堂副堂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卅六號地庫） 

主題 信徒的反思及對前路的盼望 教會的挑戰及其使命承擔 
嘉賓 1.  劉進圖先生 

（本會會友、資深傳媒人） 

2.  邢福增教授 

（本會義務教士、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3.  方樂知先生 

（本會會友） 

1.  張達明先生 

（香港法律學者、香港大學法律

學院首席講師） 

2.  盧龍光牧師 

（本會前會長） 

3.  李詠珊女士 

（本會會友、觀塘區區議員） 

內容 嘉賓分享及交流、答問環節、祈禱環節 

報名 請上網報名：https://shorturl.at/anD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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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蘇家安宣教師 

講    題：聽從主道得享生命 

經    文：羅馬書      8：1-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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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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周六崇拜    禮拜六  5:30pm 周六聖餐 每月第一禮拜六 5:30pm 1/8 

主日祈禱會 每月第二禮拜日            2:00am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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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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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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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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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