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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容乃大、無欲則剛         王玉慈牧師 

今天是我們教會所訂的「中國主日」崇拜。今年對我們國家來說是

含有特別意義和重要的一年。剛過去的五月份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的日

子，到了十月一日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週年，而再過兩天，便

是八九年六四民主運動三十週年的紀念日！ 

作為上帝子民的我們，應該如何按着上帝的心意活出中國與天國國

民的身分，這是值得我們窮一生之久不斷去反思、實踐、回饋、再反思、

再實踐、再回饋……的信仰生命歷程。祈盼上主的真道能啟迪和指引我

們，如何在我們的生命中承載和融合這兩個重要的國民身分。 

回顧三十年前發生的八九年六四民主運動，「有容乃大」出自《尚書‧

周書‧君陳》：「有容，德乃大」的智慧名句便常常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因為當年作決策的領導人若能有寬廣的胸懷和擁有無限的氣度，他們的

政治思維便不會故步自封，以致讓這麼多年青人白白失去寶貴的生命，

更不會無情地摧毀了這麼多幸福的家庭，更令這麼多天安門母親的一生

含恨而終！這種充滿着至於此極的傷痛和不能磨滅的疤痕，永遠烙印在

人民的心中。 

    八九年六四民主運動不幸的發生，另外一個因素是源於人們對慾望

和個人理想追求的失控，掌權者為了追求和鞏固絶對權力的慾望，與學

生們一腔熱血追求個人的理想，堅持掌權者要聽取他們的意見，結果雙

方釀成了這齣史詩式的悲劇！也讓我想起另一警世箴言「無欲則剛」，出

處來自《論語‧公治長》：「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

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同樣，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前書六章 9 節也

語重心腸的教導我們：「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誘惑、羅網和許多無

知有害的慾望中，使人沉淪，以致敗壞和滅亡。」 

  「棄惡行善」是我們今天崇拜的主題，這主題很清晰和直接地提醒我

們要實踐主的真道，彼得前書三章 11 節也督責我們：「要棄惡行善，尋

求和睦，一心追求。」祈盼我們能一起彼此認真的反思，我們的生命是

每天努力地「棄惡行善」，還是不知不覺地「棄善行惡」呢？ 

全年主題：「回應主恩，靈命更新，積極裝備，喜樂侍神。」 
信徒生活要素：同心敬拜．共融團契．接受栽培．殷勤事奉．委身奉獻．熱心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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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關閉手提電話及一切響鬧裝置。虔備心靈，準備崇拜。  
主席：趙惠儀姊妹 司琴：司徒廷峰弟兄 
  

序  樂 ----------------主禮人及詩班進場---------------------  眾 立 

始 禮 頌 -----------------《主在聖殿中》-----------------------  眾 坐 
主在聖殿中，主在聖殿中， 
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應當肅靜，肅靜，肅靜，應當肅靜。阿們。 

經  訓 ------------------- 詩篇97篇1,12節 -------------------  眾 坐 
耶和華作王！願地快樂！願眾海島歡喜！ 

義人哪，你們當靠耶和華歡喜，當頌揚他神聖的名字。 

唱    詩 --------------------《耶穌普治歌》--------------------  眾 立 

祈  禱 -----------------------------------------------------------  眾 坐 

主 禱 文 --------------《主啊！教我們禱告》-----------------  眾 坐 
我們在天上的阿爸父，願人都尊崇祢聖名。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旨意運行在地上如同在天。我們日用的飲食，神祢必天天供應。 
赦免我們的罪債，如同我們赦免別人的虧欠。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脫離那惡者。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唱    詩 ---------------------《為國祈禱歌》------------------  眾 立 

讀  經 ------------------------------------------------------ 李志良弟兄 

使徒行傳 16:16-34、約翰福音 17:20-26、啟示錄 22:12-14,16-17,20-21 

獻  詩 --------《求主施恩憐憫》《主國降臨歌》-----------  詩 班 

講  道 ----------- 講題：「騷擾我們的福音」------------ 邢福增院長 

回 應 詩 -----------------------《決定歌》----------------------- 眾 立 

奉  獻 ------------------------《獻禮文》---------------------- 眾 坐 
(主日奉獻〜紅袋；發展專款〜藍袋)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聖  餐 -----------------鍾鳳霞牧師主禮---------------------  眾 坐 

*歡迎凡相信耶穌並已受洗的基督徒一同領受；同時邀請慕道朋友到前面接受祝福祈禱。 

祝福及差遣 ---------------------------------------------------------- 眾 立 

神學生分享 ----------------------------------------------------- 李敏慧同學 

家事分享 ------------------------------------------------------ 鍾鳳霞牧師 

互祝平安 -------------------《禮拜散時歌》---------------------  眾 立 

散會後請留步，彼此分享代禱。 

唱頌敬拜詩歌時，為表示尊崇，我們多鼓勵會眾站立，唯與會者可按需要自由選擇站立或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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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詩  

《耶穌普治歌》(普天頌讚 281 首) 

1. 日月所照萬國萬方，耶穌必為統治君王；  
南北西東，主治普及，千秋萬古，悠久無疆。  

2. 無盡禱聲，向祂奉獻，無量頌歌，成祂冠冕；  
耶穌聖名，好比馨香，隨同晨祭，上升於天。  

3. 萬方，萬國，萬族，萬民，不停頌讚妙愛奇恩；  
嬰孩亦將同聲歌唱，及早頌揚救主聖名。  

4. 在主治下，人人多福：罪人跳出捆綁束縛，  
勞人獲得永恆安樂，貧人獲得豐盈富足。  

5. 受造群生，皆當興起，超特敬禮向主獻呈；  
天使再來高聲歌唱，地上萬民，同應「阿們。」阿們。  

 
《為國祈禱歌》(普天頌讚 290 首) 

1. 先賢之神，聖手無限權威，掌握穹蒼，萬千天體光輝，  
日月星辰，諸天羅布完整，敬向寶座，奉獻感謝歌聲。  

2. 神聖的愛，自古安穩帶領，自由之邦，我今託付生命，  
求主掌管，監護支持導引，主言為律，主道我願遵行。  

3. 戰爭憂患，毒害蔓延猖狂，賴主強臂，作我堅固保障，  
願主真道，在我心中增長，洪恩如注，潤澤福佑安詳。  

4. 辛苦長途，常賜新力進前，離開黑夜，導入化日光天；  
神聖恩愛，永遠充滿民生；榮耀頌讚，千秋萬世歸神。阿們。 

 獻  詩  

《求主施恩憐憫》 

求主施恩憐憫，求憐恤這地。  
以火潔淨，撫摸醫治；我們謙恭屈膝向你求告。  
上主，求施恩憐憫。  
 

《主國降臨歌》(普天頌讚 300 首) 

1. 願主的國降臨！主來統治人群！一揮莊嚴法杖，打破罪惡權能！ 

2. 何處能見和平，清潔仁愛之邦？何時萬恨都消，人間如同天上？ 

3. 何時主言應驗，人間永息戰爭，壓迫，貪淫，罪孽，主前滅跡消聲？ 

4. 懇求我主降臨，俯念望眼將穿，來向我們顯現，施展大力大權。 

5. 黑暗威權依舊，籠罩不信之邦。但願晨星高照，中天永射輝光。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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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詩  

《決定歌》(普天頌讚 312 首) 

1. 或是國家，或是個人，早晚總會有一天，  
必順決定與真或假，與善或惡同戰線；  
遠大目標，重新立志，由人選擇福或災，  
光暗中間，必須決定，時機錯過不再來。  

2. 願與真理同食糟糠，這樣志向才可貴，  
不求名譽，不顧利益，但求公道好行為；  
勇敢之人揀選真理，懦弱之人卻迴避，  
前所拒絕純正信仰，終必萬眾都歸依。  

3. 借著烈士熱烈火光，跟著耶穌血足跡，  
負著十架，百折不回，苦登新的髑髏地；  
舊日傳統，未盡適宜，新時機導新本分；  
欲與真理並肩前行，必須前進又上進。  

4. 罪惡事業，雖然興盛，惟獨真理最堅強；  
罪惡雖然暫上寶座，真理雖暫上刑場；  
拯世計畫，深奧莫測，此刑場操縱將來，  
永遠看護被造生靈，冥冥中間有主宰。阿們。  

 散會詩  

《禮拜散時歌》(普天頌讚 230 首) 

1. 禮拜散了，懇求祝福；喜樂平安滿我心； 
求使各人有主真愛，仰賴救恩常得勝： 
養我精神，養我精神，經過曠野遠路程； 

2. 因為主的喜樂福音，我們感謝獻尊榮， 
但願主的救恩果實，多多充滿我心衷： 
求主臨格，求主臨格，永住我們生活中； 

~~~~~~~~~~~~~~~~~~~~~~~~~~~~~~~~~~~~~~~~~ 

使我「家」有糧 
本堂一切經費，全靠主內同道熱心奉獻樂捐， 

盼望主內同道亦增加奉獻，俾各種費用不致欠缺。 

截止 2019 年 5 月 31 日共收$1,062,286.20，  

共支$ 1,115,462.31，不敷$53,176.11，  

承上年度結欠 21,796.85，本期累積虧欠$74,972.96。  

期望同心為這個需要作出禱告並以信心回應︰作出額外的奉獻。 

讓我們回顧並數算上帝賜予各樣豐富的恩典，心被恩感、樂意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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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1 歡迎出席崇拜的嘉賓及新朋友，敬請留下通訊地址及電話以方便聯絡。 

2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147 人，兒童 28 人。獻金總額：$18,505.50。 

3 今主日承蒙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邢福增教授蒞臨證道及神道
學碩士一年級李敏慧同學分享，本堂仝人深表謝忱。 

4 栽培部青成主日學 – 今主日暫停。 

5 成人區月會將於 6 月 22 日(星期六)晚上 7:30-10:00 於幼稚園 A 翼禮堂
舉行，主題：慢活教室，主領︰黃苑翹宣教師。內容：請預備清味素食
共享愛筵、詩歌伸展運動及慢活工作坊（1）手指明陣 （2）和諧粉彩，
歡迎參加，自備餐具。敬請預留時間出席，並領親友赴會。 

6 小學地下 G04、G05 及音樂室由 4 月 28 日至 6 月尾進行裝修工程，裝
修期間主日晨禱會及開心組使用地下家長天地室，詩班使用 4 樓音樂
室。另施工期間場地使用較為緊張，請各小組及團契如需使用場地，請
先與同工聯絡。 

7 本堂會友周冠宗神學生於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在本堂全時間實習，請
弟兄姊妹繼續關心支持。 

8 有關崇拜後禮堂椅子收放安排︰以顏色分類，疊起 8 張為一橦，椅背向
外，放禮堂兩側。 

~~~~~~~~~~~~~~~~~~~~~~~~~~~~~~~~~~~~~~~~~~~~~~~ 

感恩／代禱事項 

1. 為中國祈禱，求主感化中國的施政者，關心、尊重、珍惜和保護人民
的生命，並能以勇敢開放的態度，改進國家的人權、法治、民主和自
由，締造公義，仁愛的社會。 

2. 為香港現有廿間神學教育機構在培育約一千名全時間神學生，求主幫
助眾神學教育機構發揮所長，為香港教育培育忠心事主的屬靈領袖。
為現正或將會入學接受全時間神學訓練的會友，求主陶造裝備他們。 

3. 為弟兄姊妹屬靈生命及委身、投入教會生活禱告。求聖靈提醒和賜給
我們生命更新的力量，能謙卑作主門徒、委身服侍，更愛鄰舍並教會，
賜下活潑復活的生命。 

4. 在香港面對很大的撕裂和衝突的時候，求主改變人心，將硬化的心腸
變成肉心，把人與人之間自建的圍牆拆除，在沒有出路的處境開闢出
路。 

5. 繼續為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祈禱，事件引起本地法律界、商界及
新聞界等界別及多個國家高度關注，擔心法例會被用作政治打壓工
具。求主賜智慧予相關官員及一眾立法會議員，在條例進行辯論時能
顧及香港的言論和新聞自由，仔細審閱條文的內容，以保障社會不同
階層的市民，求主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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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國際禮拜堂暨總議會大樓計劃   快訊 (第 253期,最後一期) 
各位弟兄姊妹： 

衞斯理大樓在 2018 年 5 月啟用，至今已逾一年，保養期已經結束，部分
執漏工程預計六月底前完成。對於大家的支持，以及參與籌建之各委員
會委員的事奉表示衷心感謝！這是本快訊的最後一期，謹將一些事項報
告如下── 

１．由總議會委任之大樓管理委員會已經接任管理、改善工程等工作，
成員包括： 
主     席： 盧龍光牧師（統籌委員會主席） 

副  主  席： 范爾敦牧師（國際禮拜堂主任牧師） 

總 議 會 代 表： 陳崇一醫生（副會長）及吳希女士（總幹事） 

國際禮拜堂代表： 呂啟雲先生及 Mr Hong Sim Lim 

顧 問（列席）： 陳升惕先生、梁郇光先生、霍文健先生及李乾國先生 

   請為他們代禱。 

２．工程之最新財政報告： 
收入部分： 

1. 各項籌款活動及捐獻 

a. 總議會及華人堂會籌得款項： 

b. 國際禮拜堂籌得款項： 

 

$181,327,385 

$20,817,895 

 $202,145,280 

2. 國際禮拜堂出售同工住宅 $18,325,000 

3. 總議會出售五個物業 $80,600,000 

4. 總議會套現証券投資及其他收入 $90,240,463 

總收入 $391,310,743 

（不包括各單位及專款之免息貸款共$111,858,403） 

支出部分： 

5. 顧問費用支出 $30,553,729 

6. 工程費用支出 $400,015,599 

7. 薪津、行政、宣傳及雜項支出 $13,318,845 

總支出 $443,888,173 

本計劃之籌款運動，原則上已於五月卅一日總結。弟兄姊妹仍可透
過「生命樹」、「造磚者」及「房間誌名奉獻──聚沙成塔」等計劃
參與，有意奉獻者，請致電 25280186 與總議會辦事處聯絡。 

３．感謝本會各堂及弟兄姊妹在禱告、籌款、宣傳、工程等工作上的參
與和支持，衆人的努力不會是徒然的，主必報答。 

４．為完成籌建衞斯理大樓感謝上帝，盼望各堂弟兄姊妹、各單位同工
及國際禮拜堂能更好使用此大樓，榮歸上帝，祝福鄰舍。 

如欲參觀衞斯理大樓或索閱大樓感恩特刋，請致電 25280186 聯絡總議會
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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穡多工少、群羊無牧 

神神學學主主日日  
＊呼籲愛主青年受訓教會急需優秀人才受任牧職＊ 

＊設有多項津貼及基金津助有經濟需要之候選人＊ 

敬請以行動、代禱及奉獻支持 

教會聖工人員不足，發展受到限制，多年來教友關心代禱。 
新學年仍在神學院受訓之堂區宣教師候選人為愛華村堂黃永健先生

及北角衞理堂伍家禧先生，而總議會今年亦通過接納沙田堂曾少卿女士
及馬鞍山堂雷敏航先生為堂區宣教師候選人。然而教牧人員及候選人之
數目實未足夠，請弟兄姊妹懇切代禱，並呼籲本會愛主之青年，積極尋
求上帝之心意，準備回應上帝之呼召。 

為支持經濟上有特別需要之總議會教牧人員候選人，九二年總議會
代表部會議通過，本會除供給學費、宿費、書籍費及每月津貼外，增設
「額外津貼」及「特別津貼」。總議會於二００三更通過〈外派差遣員
選訓附則〉，鼓勵有心於海外宣教工作之會友接受神學訓練，詳情請留
意本主日《神學主日特刊》內之各章選訓附則。 
  教會之神學訓練工作，不但需要有人願意接受訓練，亦需要有足夠
之資源支持，新學年本會神學生費用每位每學年約十六萬元，加上資助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之經常費及教牧事工部經費，合共約三百
萬元，盼望弟兄姊妹熱心支持神學訓練，盡力奉獻，以達至籌得三十萬
元之目標。 

~~~~~~~~~~~~~~~~~~~~~~~~~~~~~~~~~~~~~~~~~~~~~~~ 

總議會代表部會議暨 
重建北角衞理堂募捐運動出發禮 順利舉行 

本會本年度之總議會代表部會議經於五月廿四及廿五日在本會九
龍堂順利舉行，出席、列席及旁聽者近四百四十人。 

  首日（廿四日）會議先由將於九月起工作進修之余恩明牧師主領崇
拜，隨即由會長，香港、九龍東、九龍西及國際禮拜堂聯區聯區長，香
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及香港循道衞理宗婦女聯會會長簡報二
０一八至二０一九年度有關事工。英國循道公會代表 The Revd Richard 

Andrew 致詞後，即接納由牧師部提交之報告及通過牧師部之提案，於本
年按立總議會宣教師張苑心女士及趙秀娟女士為會吏暨按立李英偉會吏
為屬管牧師，典禮訂於七月七日（主日）下午八時正在本會九龍堂舉行；
接納常務委員會提交之報告後，第一天會議以短詩及李鼎新牧師祈禱祝
福作結，於拍攝全體大合照後休會茶聚。 

 翌日（廿五日）會議先由林津牧師以總議會主日之主題「愛主心、牧
養情」主領崇拜及分享信息，隨即進行議事，審議常務委員會及各總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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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委員會提交之報告及議案。茲將重要之決議摘錄如下（有關調派之決
議容後公佈）—— 

  接納沙田堂會友曾少卿女士及馬鞍山堂會友雷敏航先生為堂區宣教
師候選人；通過本會四事工部門部長及副部長之資格、任期及選任方法
後，選委何慧儀牧師連任宣教牧養部部長、劉麗詩牧師連任信徒培訓部
部長、簡祺標牧師連任學校教育部部長及林津牧師擔任社會服務部部
長，並選委杜敏玲會吏連任信徒培訓部副部長、梁郇光先生連任學校教
育部（中學）副部長、曾兆基先生連任學校教育部（小學）副部長、鄧
清麟先生連任社會服務部副部長，至於學校教育部（幼稚園幼兒園）副
部長一職則請學校教育部部長簡祺標牧師在第一次常務委員會時提薦合
適人選；選委歐訓權先生及吳健源先生分別擔任本會「首席義務法律顧
問」及「義務法律顧問」；選委蔡智華醫生為「首席義務醫事顧問」，並
請陳崇一醫生、陳慧忠醫生、婁關潔華醫生、陳嘉璐醫生、陳思堂醫生、
婁培友醫生、何耀榮醫生、胡漢榮醫生、曾德賢醫生、莫子楓醫生、馮
浩泉醫生、林文恩醫生、陳娟醫生、熊嘉瑋醫師、簡美儀醫生、江志群
醫生、伍永鴻醫生、方道生醫生、郭志偉醫生、林樞庭醫生、蕭子宜醫
生、黃家漢醫生、郭嘉莉醫生、楊志強醫生、文嘉祺醫生、李立業醫生、
許紫珊醫生、鄧頴琦醫生、蔡嘉澄醫生、麥慧敏醫生、鄭雄威醫生、黎
永智醫生、張綺敏醫師、陳家傑醫生及循道衞理楊震牙科診所連任本會
「義務醫事顧問」。 

接納海外宣教委員會及牧師部之提議：接納外派差遣員林美恩女士
於二０二０年一月底完成第二階段之海外宣教工作後回港生活，請辭外
派差遣員身分及職務之申請；接納外派差遣員陳錦嬋會吏於二０一九年
七月起仍在西非塞內加爾開始第三階段海外宣教工作之申請。 

接納重建國際禮拜堂暨總議會大樓建成後各方面跟進工作之報
告；追認及接納常務委員會「融資策略及安排專責小組」就減少總議會
經常費之不敷及兩個重建項目融資計劃之欠款所作之提議；鑑於重建北
角衞理堂工程時間表及工程費支出因地基問題延後最少半年，總議會承
擔之六千萬元，由原本分五期於二０一九至二０二一年撥款，改為分三
期於二０二０年六月、二０二０年十二月及二０二一年六月各撥交二千
萬元；接納「私人土地用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之進度報告；接納財政
產業委員會「檢討本會會計政策及入帳原則專責小組」及「薪津小組」
檢討本會有關政策及制度後所提交之建議。 

接納重建北角衞理堂計劃之報告及具體提議，並由創智建築師有限
公司（AGC Design Ltd）區朗軒先生以簡報形式報告重建北角衞理堂計
劃之最新設計及進展，於晚膳前舉行「重建北角衞理堂募捐運動出發
禮」，播放簡介北角衛理牧區及重建異象之短片後，由各堂、屬校及社會
服務機構代表接受有關資料及物品，代表本會全體會友及各單位全力支
持及參與。 



11 

 

接納牧師部之提議，同意簡祺標牧師、王玉慈牧師、陳德昌牧師、
鍾鳳霞牧師、岑禹勤牧師、陳建基牧師及梁慈光牧師延遲一年退休，繼
續接受調派之申請；同意鍾鳳霞牧師乘調派之便，於二０一九年八月工
作休假一個月之申請；同意岑禹勤牧師於二０二０年上半年主領緬甸宣
教學習團後取用一至兩個月之分階段工作休假作短宣體會之申請；同意
林津牧師乘調派之便，於二０一九年七月及八月工作休假兩個月之申
請；同意劉建良牧師二０二一至二０二二年工作休假或工作進修一年之
申請；同意余勝意牧師二０二一至二０二二年或二０二二至二０二三年
工作進修一年之申請；同意王澤堂牧師二０二０至二０二一年工作進修
一年之申請。 

接納國際禮拜堂之提議，總議會二０一九年仍以二０一八年之數額
資助菲籍人士事工（每月五萬五千元）及普通話事工（每月二萬五千元）；
接納澳門菲籍人士事工二０一七年六月至二０一八年十二月之收支報
告，通過二０一九年及二０二０年之財政預算，不敷之數（分別為卅九
萬元及四十一萬元）由教會發展專款補貼。 

接納牧師部「服侍本地印尼傭工工作小組」提交之報告及牧師部之
提議，邀請印尼衞理公會黃益虹牧師（Asih Susilowati, The Revd Rachel 

Yik-hung Wong）於第二個合約屆滿（二０一九年九月底）後繼續以來港
差遣員身分，協助本會推動香港印尼傭工事工，任期三年；籲請各堂將
該事工列為每年恆常資助之項目，由「慈惠款」及／或「宣教款」撥款
支持關懷及探訪工作之支出、事工經費、同工薪津及宿舍等費用，二０
一九及二０二０年堂會奉獻之目標均為二十萬元；接納服侍本地印尼傭
工事工二０一九年度之財政預算，不敷之六十萬元由「教會發展專款」
項下支付。 

循道衞理優質生命教育中心自二０一八年九月遷入衞斯理大樓十
一樓，以自負盈虧方式獨立運作，通過將二０一八至二０一九年度之赤
字（現估算不多於五萬元）轉移至二０一九至二０二０年度之財政預算，
明年檢視財政情況後再作跟進。 

修訂本會《法規》及《附則》；通過「教會發展專款」二０一九年
及二０二０年之預算，分別撥款二千七百四十八萬餘元及二千六百六十
七萬餘元作為分期支付重建國際禮拜堂暨總議會大樓之建築及設備費，
支持三事工部門發展新事工，屬下堂會及學校發展校園事工，澳門事工，
服侍本地印尼傭工事工，普通話事工，屬靈導引導師薪津，崇基學院神
學院，澳門菲籍人士事工，墊支循道衞理中心電費，英國循道公會宣教
事工及其屬下之華人福音工作，緬甸、孟加拉、柬埔寨及內地事工等費
用。接納本會經常費二０一八年決算盈餘約二百零二萬餘元及二０一九
年預算不敷約一百七十四萬餘元。 

    會議於晚上十時十八分議事畢，讀經及短詩後由李炳光牧師祈禱祝
福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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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聚會一覽表  

主日崇拜 ：主日上午10:00（每月第一主日舉行聖餐） 

兒童區 ：(幼稚園至初小級)-主日上午10:00 

長青區 ：主日崇拜後至下午12:30 

詩班練習 ：主日上午9:00-9:50 

舞動心靈敬拜隊練習：週四晚上7:30 

敬拜隊練習 ：週五晚上8:00 

圖書部開放 ：主日崇拜前15分鐘（其他時間自助借閱） 

主日祈禱會 ：主日上午9:30 (小學) 

週六晨禱會 ：週六上午7:45 (幼稚園) 

成人區 ：月會(隔月第四週六晚上7:30) 

家長小組︰週四下午1:30 (小學)   

青少年區 ： 

青年團契 (職青)－第一主日下午1:30 

FIND團契 (大專至初職)－主日下午1:00 

中學生團契 (高中)－主日上午11:30 

IG小組 (初中) 第二、四主日上午10:00 

烈風團契 (高小至初中)－週六下午2:30 

基督女少年軍33分隊－週六下午2:30 

2/6 神學暨中國主日 〈主日/節期〉 9/6 聖靈降臨主日 

騷擾我們的福音 〈主題〉 迎接聖靈 

使徒行傳16:16-34、 

約翰福音17:20-26、 

啟示錄22:12-14,16-17,20-21 

〈經文〉 

使徒行傳2:1-21、 

約翰福音14:8-17, 25-27、 

羅馬書8:14-17 

邢福增院長 〈講員〉 鍾鳳霞牧師 

趙惠儀 〈主席〉 林婉嫻 

李志良 〈讀經〉 陳慧婷 

司徒廷峰 〈司琴〉 洪卓寗 

主  席 〈敬拜〉 敬拜隊 

鄺惠冰(組長)、吳達明、鄭耀雄、 

徐麗霞、陸樹德、陳淑貞。 
〈領導團〉 

黃婉芬(組長)、何文堅、潘英華、 

郭碧娟、楊燕娜。 

--- 〈開心組〉 廖樹梅 

余碧芬、吳  娟 〈兒童區幼班〉 麥鳳嫻、連瑞儀 

劉美荊、池敏嬋 〈兒童區初班〉 陳寶燕、黃燕佳 

麥靜嫻、胡志榮 〈兒童區高班〉 陳美華、楊惠芝 

雅各組 〈祈禱閣〉 路得組 

黃志恒 〈投影片製作及播放〉 吳劍連 

何榮忠、徐寶輝、周華耀、 

陳偉斌、黃信榮、鄧惠強、 

李偉賢、黃健文。 

〈音響控制及錄音〉 

每週由不同組員配搭 

何榮忠、徐寶輝、周華耀、 

陳偉斌、黃信榮、鄧惠強、 

李偉賢、黃健文。 

同工團隊 

主 任：鍾鳳霞牧師         助理校牧：王華山宣教師      

幹 事：余明思姑娘         實習神學生︰周冠宗先生      

大埔堂 2019 年度堂區議會成員 
主席：趙惠儀   副主席：黎家駒   司庫：余碧芬   書記：黃燕佳 

部長：林敏怡(敬拜部)、趙惠儀(佈道部)、徐樂婷(栽培部)、麥靜嫻(服務部)、廖樹梅(關顧部) 

區長：吳達明(金齡區)、黃秀音(成人區)、黃煒霖(青少年區)、李秀燕(兒童區) 

信徒會友代表(11名)：李小霞、李嘉齡、周華耀、邱寳麗、張文瑛、陳妙冰、陳寶燕、馮小碧、 

                   葉偉祺、 劉志強、蔡峰勝 
 

辦公室及通訊地址：新界大埔富亨邨亨翠樓地下(大埔循道衞理幼稚園) 電話：2663-2418 

崇拜地點：新界大埔第九區棟樑路 10號(大埔循道衞理小學)  

電郵：lc.tpo@methodist.org.hk         網址：http://tpo.methodist.org.hk     傳真：2660-7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