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將軍澳堂及鯉魚門堂聯合崇拜 
二零二二年四月十日     （第 15 期） 

大齋期第六主日（棕樹主日） 



二 

 

當倒數時 
宋寶琼牧師 

在不同的環境及際遇之下出現的倒數，都賦予人不同的意義。執筆之

時，政府已公佈由 4 月 21 日起分階段，解除大部分自今年初開始的社交距

離措施；在 4 月 1 日開始逐步恢復公共服務，也解封對九個國家的禁飛令。

換言之種種措施和安排都在倒數中，無論是市民或機構都為出門和復業部

署，讓生活早日重回常態。 

每年的除夕，縱然你沒有任何準備，只是即興都可以參與倒數湊熱鬧，

但如果想留下難忘的回憶，就要花點心思做準備。人的一生中總有機會遇上

倒數，例如轉職、退休、婚嫁、待産或搬遷等，如果沒有做足預備工夫，事

情就弄得一團糟。那麼當知道自己的生命正在倒數時，又可以怎樣做呢？ 

今主日是棕樹主日，選讀路加福音 19:28-40 描述的是耶穌人生舞台的

最後一幕。由這天之後的七天，耶穌為了承擔世人的罪，將會被出賣、受審、

並釘死十字架後復活。耶穌騎驢入耶路撒冷時正值猶太人的逾越節，城內擠

滿前來守節的人。當耶穌入城，群眾揮動棕枝沿途夾道歡呼，恍如接待君王

般的禮遇。群眾的高聲喊叫，令人不易聽清楚其他人的說話。此刻的情景，

讓人想起先知習慣使用的手法，就是當所說的話不再生效，或者聽者拒絶接

受時，就運用戲劇性的行動，務求所傳達的信息，好像圖畫一般展現出來，

叫人清楚看見。 

從耶穌開始傳道以來，他的宣講和教導觸怒了當時的宗教領袖；他們視

耶穌為眼中釘，早已設下網羅伺機捉拿他，這個時候的耶穌已是人頭有價（參

約 11:57）。明知敵對者虎視眈眈，為何還要向虎山行？因為這是耶穌的召

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約 10:11） 

倘若耶穌是垂死的人，面對生命倒數時，縱然甚麼都不做，別人亦體諒

和包容。不過耶穌曾表示「趁着白日，我們必須做差我來的那位的工；黑夜

來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約 9:4）十字架的黑夜快要來臨，耶穌趕緊在

白日有機會時多做上帝的工作，因為這就是他降世的任務。雖然不久之後就

踏上苦路，仍以無比的勇氣對抗罪惡權勢，要辦的事不會擱置到最後一刻，

而是細心計劃，正如這次進城，並非衝動的行為，卻是早已聯絡驢駒主人預

備，「主要用牠」便是之前約定的口頭暗號。 

經過 40 天的懺悔齋期，大家有沒有藉着反省檢視生命中的限制，並察

覺做任何事情都有倒數期限而早作準備。求主憐憫、幫助我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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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時間：上午十時               

讀經：陳淑琳宣教師                        主席：陳淑琳宣教師 

講員：張彩鳳宣教師             敬拜：曾美娟牧師 

請關掉手提電話以及任何響鬧裝置 

宣召．．．．．．．．．．．．．．．．．．．．．．．．．．主席 

這是耶和華的門，義人要進去！我要稱謝祢，因為祢已經應允我， 

又成了我的拯救！ 
                                       （詩篇 118章 20-21節） 

詩歌敬拜．．．．．．．．．．．．．．．．．．．．．敬拜小組 

【十架犧牲的愛】曲、詞：馮鑑邦、高思敏   版權：薪火敬拜使團版權所有 

耶穌捨身十架  主祢為我犧牲  誠然擔起我的憂患  背負我的痛苦 

耶穌捨身為我的過犯受鞭傷  流出寶血  救恩湧流  讓我罪得赦免 

祢被世人離棄凌辱  至死不退縮  喝下那苦杯  全然成就救贖 

我主犧牲的愛  祢為我的過犯  撇下榮耀尊貴  降下捨身拯救 

十架犧牲的愛  眾罪已得潔淨  祢是奴僕君王  權柄尊貴屬祢 

【十架的冠冕】曲、詞：伍偉基   版權：以琳之泉使團版權所有 

路是難走  但比起祢的十架路  我今天算甚麼  來起身再走過 

遇著痛苦  祢亦經過世間苦與樂  祢的救贖愛海  我得勝和釋放 

凝望著十架的冠冕  仰望祢渡過每天 

祢體恤我的軟弱  明白我親身處境 

無論遇著困苦憂愁  祢亦會在我身邊 

祢興起我的生命  我今得到信心面對挑戰 

【豐盛的應許】曲：游智婷   詞：鄭懋柔   版權：讚美之泉版權所有 

祢仰臉保守祢所愛的  祢護庇永遠不離棄 

祢將我從淤泥裡捧起  放我在祢的手心 

我憑著信心領取  祢豐盛的應許  世界也不能奪去  神美好的旨意 

我憑著信心領取  祢恩典永不止息  看見美好應許成就  榮耀全都歸於祢 

我等候主我相信  祢愛我永不放棄  世界也不能奪去  神美好的旨意 

我等候主我相信  祢旨意高過我的  看見美好應許成就  我全心全意敬拜祢 



四 

 

祈禱．．．．．．．．．．．．．．．．．．．．．．．．．．眾坐 

主禱文．．．．．．．．．．．．．．．．．．．．．．．．眾坐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 
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 
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陷入試探；救我們脫離 
那惡者。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阿們！ 

讀經．．．．．．主題：堅定順服．苦路同行．．．．陳淑琳宣教師 

以賽亞書 50章 4-9節上．．．．．．．．．．．．．．．．．（舊約 1083頁） 

路加福音 19章 28-40節．．．．．．．．．．．．．．．．．（新約 0124頁） 

腓立比書 2章 5-11節．．．．．．．．．．．．．．．．．．（新約 0302頁） 

講道．．．．．．．講題：謙卑順服捨己的心．．．．張彩鳳宣教師 

回應詩歌．．．．．．【祝福裡的琢磨】．．．．．．．．．眾坐 

曲：歐詠恩   詞：朱浩廉   版權：角聲使團版權所有 

是祢的親切擁抱  是祢的愛護最好  放縱的心能歸正 

生存方向  因祢全然蛻變  更勝從前 

別再將失意拉近  別再將怨恨抱緊  在這刻心存感恩 

可抬頭  挺起胸口  無懼怕  在祢愛中行走 

我今天  感激主祢接納我  犯了錯  是祢解脫罪惡枷鎖 

就算小小苦楚都也是祝福裡的琢磨 

求讓我  來奉獻這更新的我  為祢活過 

重重迷霧現已放晴  遙遙長路讓我看清 

過去那些就算極難過  也像流星 

再奔跑  只因主祢引導我  路再遠  是祢的愛伴我跨過 

願靠主的應許不畏懼  衝開世間困難 

求讓我  來奉獻這更新的我  為祢活過  答謝祢  以恩典再造我 

奉獻．．．．．．【獻禮文】(普天頌讚 644首)．．．．．．．眾坐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支票抬頭：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將軍澳堂 或 Tseung Kwan O Methodist Church 

 奉獻可存入教會銀行戶口：恒生銀行（352-122576-001） 

請保留銀行過數存根，並電郵教會作記錄，以便日後發出收據作報稅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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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余勝意牧師 

互祝平安．．．．．．．．．．．．．．．．．．．．．．．眾坐 

祝福．．．．．【四疊阿們】(普天頌讚 675首)．．．．余勝意牧師 

將軍澳堂家事分享 
1. 歡迎 

   歡迎首次參與本堂崇拜之新朋友，請填寫新朋友表格後交給領導團， 

   以便保持聯絡！ 

   參與網上崇拜之新朋友，盼望您能花一點時間掃瞄二維碼填 

   寫資料 或 於 https://forms.gle/f3hpvD1kS9jfpoJL7 ，以便本 

   堂同工能對您有初步認識及與您保持聯絡；本堂將郵寄送上 

   小禮物一份。如希望與本堂同工聯絡，請致電 2790 1727。 

2. 教會消息 

a. 教會已增設 WhatsApp 號碼（6373 5953）供發放教會訊息之用， 

如弟兄姊妹欲以 WhatsApp 接收教會最新資訊，可將此號碼儲存至手 

提電話內的聯絡人通訊錄，並將您的中文全名以 WhatsApp 發送至此 

號碼。 

   b. 為配合政府「疫苗通行證」於 2 月 24 日起實施，於學校內聚會之教 

會更需嚴格執行，公眾進入教會時，必須使用「安心出行」及「展示 

疫苗接種紀錄」，若經醫生證明，身體不適合接種者，亦需「展示豁 

免接種疫苗人士相關證明文件」。 

3. 教友消息 

   本堂會友朱隱弟兄（朱閔如父親）於 3月 25日安息主懷。安息禮安排在 

   4月 13日（星期三）上午 11:00於本會國際禮拜堂一樓禮堂舉行。 

   安息禮後遺體將送往哥連臣角進行火葬禮。敬希記念代禱，願主安慰其 

   親屬。 

4. 信仰栽培組 

   a. 「福音班」在疫情下恢復以 Zoom 形式舉行，今主日的主題為「耶穌 

      講了三次的預言(２)」，歡迎弟兄姊妹於網上參加，時間為上午 11:45。 

      會議 ID：698 706 5395（密碼：01） 

   b. 已報名參與第二季屬靈旅程弟兄姊妹應已收到旅程連結，鼓勵大家提 

早 5-10分鐘進入以測試器材。如未收到連結亦請與同工聯絡。 

https://forms.gle/f3hpvD1kS9jfpoJ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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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崇拜禱告組 

   受苦節崇拜將於 4月 15日（星期五）上午 10:00， 

   以網上直播形式舉行，誠邀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 

6. 2022年度堂區議會 

   本年度第二次堂區議會謹定於 4月 24日（主日）下午 2:00於一樓禮堂 

   進行，請各位堂區領袖預留時間出席。 

上主日崇拜資料： 

大堂崇拜：現場 8人 

直播 203部裝置觀看 

奉獻總額：83,050.00元 

青少年崇拜：暫停聚會 

兒 童 牧 區：68人（Zoom） 

幼 兒 牧 區：暫停聚會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  席：鍾鳳霞牧師              敬   拜：歐寶文宣教師 

講  員：余勝意牧師              讀 經 員：鍾鳳霞牧師 

敬拜小組：曾美娟、陳淑琳、吳偉信、張沛珊、李斯麗 

主日崇拜主題及經文預告 

請弟兄姊妹於崇拜前詳閱當主日經文，並為弟兄姊妹參與崇拜的心代禱。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將軍澳堂（信仰栽培組） 

2022 年主日學課程—屬靈旅程行程表 

第二季旅程（四至六月） 

特色旅程 行程安排 旅程日期 導遊 

神話之旅— 

聖經學習 

一步一步學新約— 

馬太福音（線上遊） 

4 月 3 日至 6 月 19 日 

（主日崇拜後， 

上午 11:45 至下午 1:00） 

羅淑華姊妹 

何麗玲姊妹 

陳偉中弟兄 

歷史文化旅程— 

傳統學習 

聖經正讀與信仰實踐—

（線上遊） 

4 月 2、9、23 及 30 日 

（禮拜六晚上 8:30-10:00） 
關瑞文博士 

知性之旅— 

理性學習 

基督教對現代議題的回應 

（線上遊） 

5 月 4 日至 6 月 8 日 

（禮拜三晚上 7:30-9:30） 
余勝意牧師 

信仰深度遊— 

經驗學習 

勇敢挑戰視野宣教學習 

（線上遊） 

4 月 24 日至 6 月 19 日 

（主日崇拜後） 
關耀興弟兄 

日期 主題 經文 

4 月 17 日 蒙恩得勝．與主同活 徒 10:34-43 約 20:1-18 林前 15:19-26 

4 月 24 日 主愛大能．堅心同證 徒 5:27-32 約 20:19-31 啟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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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旅程（七至九月） 

特色旅程 行程安排 旅程日期 導遊 

神話之旅— 

聖經學習 

一步一步學新約 7 至 9 月份 

（主日崇拜後） 

羅淑華姊妹 

何麗玲姊妹 

陳偉中弟兄 

待  定 7 至 9 月份 王  珏博士 

歷史文化旅程—

傳統學習 

聖經正讀與信仰實踐二

（線上遊） 
7 至 9 月份 關瑞文博士 

信仰深度遊— 

經驗學習 
生命的教育 7 至 9 月份 曾美娟牧師 

第四季旅程（十至十二月） 

特色旅程 行程安排 旅程日期 導遊 

神話之旅— 

聖經學習 

 

一步一步學新約 
10 至 12 月份 

（主日崇拜後） 

羅淑華姊妹 

何麗玲姊妹 

陳偉中弟兄 

歷史文化旅程—

傳統學習 
全新行程 10 至 12 月份 新堂主任 

信仰深度遊— 

經驗學習 
進深靈修學習 10 至 12 月份 

陳贊科 

義務教士 

待  定 生命的關懷 10 至 12 月份 周頌堯院牧 

一‧每位屬靈旅程的旅客將獲得一本護照（Passport），其設計理念：黑色底燙金 

設計，代表在黑暗混亂的世代，讓我們藉信仰學習的旅程尋著主的光輝。 

二‧旅程需知： 

1． 護照只供 2022 年度本堂屬靈旅程使用 

2． 每堂旅程完結可獲蓋印乙個以換取積分，獲足夠積分可換精美禮品。 

3． 禮品換領安排將每季進行一次                        

4． 旅客可視乎時間，報名參加一個或以上旅程。 

5． 旅程如有更改，將於報名時公佈。 

6． 各旅程或有個別要求，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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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禮拜堂普通話崇拜 
普通話團契是說普通話的朋友屬靈的家，若你身邊有說普通

話的親友，請向他們推介普通話團契的活動：  

普通話主日崇拜：  

日期  2022 年 4 月 10 日  2022 年 4 月 17 日  

講員  
本會國際禮拜堂  

許向一宣教師  

本會國際禮拜堂  

陳靜茹宣教師  

講題  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待定  

經文  

賽 50:4-9 上 

路 19:28-40 

腓 2:5-11 

 

待定 

地點  
於普通話崇拜 Facebook 專頁網上直播，  

ht tps:/ /www.facebook.com/michk.pthf   

時間  上午 10:30 

查詢：請電郵 john@michk.com 聯絡許向一宣教師  

社會服務部 社會事務關注小組 

疫中有情祈禱會 

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嚴峻，市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本小組特舉

辦「疫中有情祈禱會」，為本港受疫情影響人士祈禱，一同靠主

得力及仰望交託上帝。詳情如下：  

日期：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一日（禮拜一）  

時間：下午八時半至十時  

形式：Zoom 網上祈禱會  

對象：本會會友  

內容：唱詩、不同人士（包括醫護人員、確診者、宣教同工  

等）分享在疫情中經歷上帝之救恩、祈禱  

  報名：請於四月十日下午七時前上網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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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本部同工將於祈禱會前一天以電郵發送聚會連結，敬請查閱電郵。 

https://www.facebook.com/michk.pt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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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香港聯區、九龍東聯區及九龍西聯區聯合舉辦  

受苦節前夕 設立聖餐崇拜 

日期：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四日（禮拜四）  

時間：晚上八時正  

形式：網上錄播  

總議會 redirect link：https://www.methodist.org.hk/goodfridayeve 

總議會 redirect 程序：https://www.methodist.org.hk/goodfridayeve/worshipbulletin 

Youtube直連：https://youtu.be/kTZW98p-vdM 

程序下載直連：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wxSu5OQDPjA5CYkaEuAZYfzdwGsyJJ9/view?usp=sharing 

講員：林津牧師（本會會長）  

內容：受苦反思、認罪悔改、儆醒禱告、聖靈更新、  

設立聖餐  

 

♬♪復活節聯合網上音樂會♪♬ 
復活節將至，聖樂事工執行委員會聯同屬下堂會之聖樂事奉小組製作「復活

節聯合網上音樂會」，一同分享美好樂章，有關音樂會之詳情如下—— 

日  期：2022 年 4 月 16 日（禮拜六） 

時  間：下午 9 時至 10 時 

播放頻道：本會 Youtube 頻道（請於音樂會前訂閱本會 Youtube 頻道並開

啟通知） 

【網址：www.youtube.com/channel/UC7Gd4xO_BnH1MjswKPPszBw或掃瞄】 

 

 

 

 

 

如有垂詢，請聯絡總議會辦事處許曼芝女士（3725 4531）或 

李栢怡女士（3725 4532） 

音樂會之精華部份 

將於同日下午 6時 30分 

在香港電台第五台《豐富的人生》 

節目內播放，敬請收聽！ 

https://www.methodist.org.hk/goodfridayeve
https://www.methodist.org.hk/goodfridayeve/worshipbulletin
https://youtu.be/kTZW98p-vdM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wxSu5OQDPjA5CYkaEuAZYfzdwGsyJJ9/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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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筆記       張彩鳳宣教師    日期：四月十日 

今日的信息是有關於  

  

  

今日的信息加強了我在信仰哪方面  

  

  

今日的信息向我發出哪些挑戰  

  

  

今日的信息讓我感受到  

  

  

  

  

 

業已電郵，

敬請查收！ 



一五 

 

將軍澳堂團契小組聚會預告 
團契／小組名稱 聚會時間 聚會地點 日期 週會主題 

成年牧區 Prime Zone 

迦勒團契 (長者) 第一、三個主日上午 9:00 二樓音樂室 05/01 待定 

迦密團契 (家庭) 第四個主日下午 1:30 Zoom 線上 04/24 親子講座 

伉儷團契 (夫婦) 第四個週六晚上 8:00 Zoom 線上 04/23 專題（手工） 

迦南團契 (在職) 第一至三個週五晚上 7:45 Zoom 線上 04/22 深刻之旅 

華語團契 第四個主日上午 11:30 Zoom 線上 04/24 萬世巨星 

尊貴器皿 (女士) 逢週四上午 10:00 Zoom 線上 04/21 聖經中的婦女─百基拉 

約瑟組 (男士) 第一、三個週四晚上 7:30 Zoom 線上 04/14 查經 

但以理小組 (女士) 第二、三個主日下午 1:00 Zoom 線上 04/17 真幸福 

五餅二魚小組 (在職) 第一、三個主日上午 11:45 Zoom 線上 04/17 分享、代禱 

提阿非羅小組 (在職) 第一、三個週二晚上 7:30 Zoom 線上 04/19 書籍分享 

約伯家 (在職) 逢週二晚上 7:30 Zoom 線上 04/12 活出來的—神信仰 

路得家 (在職) 逢主日下午 1:30 Teams 線上 04/10 查經—約翰二書 

施洗約翰家 (在職) 第一、三個週五晚上 7:30 Meet 線上 04/15 《亂世中的天國子民》 

青少年牧區 Youth Zone 

中學生團契 (初中) 第一、三至五主日上午 9:30 Zoom 線上 04/17 朋友 

天天回家＋以利亞家 (高中) 第一、三至五主日上午 9:30 Zoom 線上 04/17 朋友 

摩西家 (大專) 逢主日早上 11:45 外出 04/17 小組分享 

約拿家 (大專至在職) 週六晚上 7:45 外出 04/16 小組分享 

兒童牧區 Junior Zone 

聯合聚會 (P1-P6) 逢主日上午 9:30  04/17 暫停 

生命教育 (P1-P2) 逢主日上午 9:30 Zoom 線上 04/17 生命教育 

Awana T&T (P3-P6) 逢主日上午 9:30 Zoom 線上 04/17 主日學 

幼兒牧區 Kids Zone 

親子活動＋ABC (K1-K3) 逢主日上午 9:30 地下康樂室 04/17 暫停 

幼兒家長小組 第二、四主日上午 10:00 一樓 2A 04/17 暫停 

其他小組 

好撒瑪利亞人小組 第一個主日中午 12:00 地下康樂室 05/01 待定 

將循家長天地 第三個週五上午 10:00 Zoom 線上 04/15 音樂、祈禱、分享 

主日學 

福音班 逢主日上午 11:45 Zoom 線上 04/10 耶穌講了三次的預言(2) 

 

聖餐崇拜 每月第二個主日舉行 一樓禮堂 

祈禱會 逢主日上午 8:15 一樓禮堂 

 

 

 

 

 

 

 

 

 

下主日崇拜資料（2022 年 4 月 17 日 — 復活主日） 

主題：蒙恩得勝‧與主同活  

經文：徒 10:34-43   約 20:1-8   林前 15:19-26 

主日崇拜（暫停現場，改為直播。） 青少年崇拜（暫停） 

時間：上午 10:00 時間：上午 11:00 

地點：一樓禮堂 地點：地下演藝廳 

講員：余勝意牧師 講員：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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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堂牧區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將軍澳堂             www.mctko.org.hk           tkomc2004@gmail.com 

堂 主 任：余勝意牧師 
宣教同工：曾美娟牧師、陳淑琳宣教師、歐寶文宣教師 

  義務教士：關瑞文先生、陳贊科先生 
  行政助理：吳偉信先生      行政幹事：張沛珊女士 
  電    話：2790 1727、2706 7326       傳    真：2178 1265 
  通訊地止：新界將軍澳唐俊街十五號      WhatsApp：6373 5953 
 
  將軍澳循道衞理幼稚園                  www.tkomgk.edu.hk 

  校    監：陳永堅先生                  校    長：簡美玲女士 
  校    牧：余勝意牧師              
  電    話：2790 1790                  傳    真：2178 1678 
  通訊地址：新界將軍澳尚德邨尚禮樓四樓平台 A、B、C 翼 
 
  將軍澳循道衞理小學                    www.tkkomps.edu.hk 

  校    監：陳永堅先生                  校    長：林德育先生 
  校    牧：余勝意牧師                  助理校牧：曾美娟牧師 
  電    話：2706 0770                  傳    真：2706 2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