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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後第五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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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禱告事奉主  

勞敏儀宣教師  

「禍哉！我滅亡了！」正是先知以賽亞看見上帝的榮耀，驚覺自己是不

潔的罪人而高喊的。以賽亞認知自己是嘴唇不潔的人，現因親眼看見大君

王——萬軍之耶和華而感大禍臨頭，怎料「大禍」竟變成「大福」。 

像撒拉弗般崇拜禱告事奉主：上帝坐在天地之間，衣裳垂滿了聖殿，撒

拉弗這護衛天使比以賽亞還要靠近上帝。他們兩個翅膀遮臉，因深知自己是

被造之物而敬畏上帝，隱藏自己；兩個翅膀遮腳，因腳乃羞恥而謙卑俯就；

兩個翅膀飛翔代表行動服侍。他們的三重「聖哉」，歡呼稱頌至聖者的聖潔

榮光充滿天地，上帝的榮耀與撒拉弗的聲音震懾全地，不單以賽亞感受到聖

潔榮光的壓迫感，就連門檻的根基也震動，殿裏充滿了煙雲。 

我們來崇拜事奉上帝，也當謙卑俯就，隱藏自己。容讓所有焦點歸到上

帝身上，而非事奉者身上；容讓上帝得着最大榮耀，而非事奉者得榮耀。我

們崇拜的歌聲又可有震懾人的效果？在網崇的日子，我們又如何唱着讚美

詩？有否因主的聖潔榮光臨到你家，而使你高呼頌唱？ 

像以賽亞般崇拜禱告事奉主：當以賽亞看見上帝的聖潔榮光，驚覺自己

的不潔而感到大禍臨頭之際，撒拉弗奉命從祭壇上取下燒着的紅炭，將炭沾

在以賽亞的嘴唇，並宣告他罪孽被除掉得赦免。上帝向以賽亞顯現，不是因

為他是聖潔無罪。相反，越是不潔，就越要親近上帝，因為聖潔不能自我產

生，聖潔是上帝的屬性，只有親近上帝才能潔淨我們的不潔，靠他成為聖潔。

因此當我們感到自己不行，就更要透過蒙恩途徑，透過崇拜禱告親近主，讓

上帝的恩典降臨。當以賽亞被上帝從罪惡中分別出來，上帝就呼召差遣以賽

亞事奉他。 

隨着烏西雅王崩，這盛世王朝將要過去，以賽亞站在猶大歷史的轉捩

點，卻蒙召事奉上帝，要在不潔之民中宣告「禍哉」的信息，他必然是困難

重重，生命受威脅，但他卻清楚知道地上政權必定過去，唯有上帝的掌權卻

是永恆，而不感怯懦。這是人類歷史在每個時代的真實情況，只有上帝才有

永恆的掌控權。所以，我們看見以賽亞不畏懼，勇敢宣告上帝審判的信息。

今日我們在自己被上帝呼召的崗位上也當勇敢地帶着信心事奉上帝，即使是

困難重重，在疫境時代，我們可一起宣告：「福哉！我們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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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時間：上午十時               主席：余勝意牧師 

講員：曾美娟牧師              敬拜：林健聰弟兄 

請關掉手提電話以及任何響鬧裝置 

宣召．．．．．．．．．．．．．．．．．．．．．．．．．．主席 

我要向你的聖殿下拜，我要因你的慈愛和信實頌揚你的名；因你使 

你的名和你的言語顯為大，超乎一切。 

                                        （詩篇 138 篇 2 節） 

詩歌敬拜．．．．．．．．．．．．．．．．．．．．．敬拜小組 

【我心尊祢為大】曲、詞：方文聰   編曲：陸偉峰   新生命事工音樂版權所有 

我心單單向祢  我心單單愛祢 

我懇請祢  堅固我信心  平凡像我  也看顧著我 

祢的祝福滿滿  祢的胸襟壯闊 

祢關心我  數過我髮絲  無人及祢  更深愛著我 

我心  尊祢為大  我心牽引來跪拜 

我心歌唱傳頌祢偉大  將我的心交上  我下拜 

【請差遣我】曲：吳秉堅   詞：吳秉堅、梁沃厚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版權所有 

１．感慨  造物與尊貴  褪色  墮落  變更 

百載磨鍊  律法指引  未夠銳變這罪民 

主卻降世  掛十架成贖祭  已粉碎罪權勢 

頃刻間  會驟見天國來臨  誰可替我預告 

２．驚嘆  叛罪與歪理  已消耗盡眾生 

痛心世間尚有萬民  十架大愛總未聞 

天國已近  世代快成絕韻  要甦醒真愛心 

天天的努力去搶救靈魂  誰可替我做到 

副歌：請差遣我  替祢宣告  祢是神  誰亦需要 

悔改歸向  神治國度  請差遣我 

請差遣我  替祢宣告  全地每一顆心都願歸祢 

成為活祭  見證真理  請差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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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的福音】曲、詞：張威麟   編曲：何威廉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版權所有 

１．這邊廂芳香的酒金錶玉縷  在那一邊躺於街角不罕有 

期望均等  艱辛會戰勝厄運  制度卻沒法許可這公允 

２．一雙雙抵抗的手握緊拳頭  面對困境一天天逐漸消瘦 

期待真理始終會勝過荒謬  渴望正義會安撫這傷口 

副歌：憐憫的體恤各方的需要  如同主看顧 

關注患難遺孤  垂憐無辜  慰解受傷者痛苦 

無畏的擔當弱者的肩膊  無負恩典付託 

不理會危牆高  仍然祈禱  要將福音於手裡宣告 

３．粉飾的安穩怎會得享永久  被壓迫的最終要獲自由 

祈願天國今天會透過你共我  降落世上叫全人類也看見出口 

尾句：我確信世間國度從無屹立不傾倒 

我確信以公正  用和平  行事有愛  才是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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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呼召‧忠心宣講．．．．．梁瑞琼姊妹 

以賽亞書 6章 1-13節．．．．．．．．．．．．．．．．．．（舊約 1004頁） 

路加福音 5章 1-11節．．．．．．．．．．．．．．．．．．（新約 0094頁） 

哥林多前書 15章 1-11節．．．．．．．．．．．．．．．．．（新約 0265頁） 

講道．．．．講題：主啊，感謝祢，我們是蒙恩的人．．曾美娟牧師 

回應詩歌．．．．．．．【成了僕人】．．．．．．．．．．眾坐 

曲：李英傑   詞：甄燕鳴   編曲：Immanuel Worshippers 

問為何捨棄天家的尊貴  放下權與位 

直到死  身心已飽經禍困  無悔赴上十架犧牲一切 

耶穌是神  成了僕人  難免受創傷牽制 

以卑微人生成就千秋公義共摯愛  未計代價無言地作贖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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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神心意  聽恩主吩咐  要立志更新 

盡這生彰顯救恩的烙印  神聖十架是我每天牽引 

耶穌是神  成了僕人  何故受創傷牽制 

以卑微人生成就千秋公義共摯愛  讓我效法無言地作活祭 

奉獻．．．．．．．．．．．．．．．．．．．．．．．．．．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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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分享．．．．．．．．．．．．．．．．．．．．余勝意牧師 

互祝平安．．．．．．．．．．．．．．．．．．．．．．．眾坐 

祝福．．．．．．．．．．．．．．．．．．．．．．．余勝意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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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強防疫，請勿在教會範圍內進食。 

   c. 由於保安理由，停車場閘門會於每主日上午 10:15 後關上；崇拜後 

弟兄姊妹若駕車離開，亦煩請順手關上閘門。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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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f3hpvD1kS9jfpoJ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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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收集打針情況： 

      為方便未來各聚會安排，本堂將收集閣下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 

      絡電話號碼及接種疫苗記錄等）作為與你通訊、籌募、推廣活動及收 

      集意見之用途。本堂並將確保儲存的個人資料準確無誤，並妥善儲存。 

      如閣下反對本堂將閣下的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 

      則可不用理會此安排，無需介意。 

      於 https://forms.gle/WQtFXC6fq7qPgPK59 或 

      請掃瞄二維碼填寫資料，以方便同工跟進。 

3. 教會活動 
   「好朋友運動 2022」團隊訓練： 

   將於 2月 12日（星期六）下午 2:30至 4:00以 Zoom形式舉行，請已報 

   名的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會議 ID：876 2872 2871（密碼：043327） 

   聚會連結：https://us02web.zoom.us/j/87628722871?pwd=SFM5WW5SQ1B0V29zRGJ0WFA2L3pnQT09  

上主日崇拜資料： 

大堂崇拜：現場 32人 

直播 141部裝置觀看 

奉獻總額：14,300.00元 

青少年崇拜：暫停聚會 

兒 童 牧 區：70人（Zoom） 

幼 兒 牧 區：暫停聚會 

今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敬拜小組：白穎文、郭詩韻、梅靖康、霍冠廷、鄒宜倩、黃婷嫣、朱少奇、 

          黃子維、何志銘、方建漢 

直 播 員：蕭俊熹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聖餐執事：馬明輝弟兄、陳永堅弟兄、許兆康弟兄、勞國雄弟兄、黃瑞龍弟兄 

          陳瑞珠姊妹、麥美梅姊妹、朱閔如姊妹、羅淑華姊妹、柯美玲姊妹 

主  席：黎婉雯姊妹             敬  拜：李嘉惠姊妹 

講  員：余勝意牧師             讀 經 員：楊鳳興姊妹 

插 花 員：林  斌 

敬拜小組：陳志偉、何  磊、劉寶珊、何志銘、王兆山、屈康狄、林思慧、 

          林健聰、白穎文、馬明輝、張惠萍 

直 播 員：霍冠廷 

https://forms.gle/WQtFXC6fq7qPgPK59
https://us02web.zoom.us/j/87628722871?pwd=SFM5WW5SQ1B0V29zRGJ0WFA2L3pnQT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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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主日崇拜主題及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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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年假期間最新崇拜安排  
 

各位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相信大家聽到昨日（ 14/1）政府收緊防疫措施時，可能會帶  

著既明白又無奈的心情為農曆新年作準備。願主親自賜福大家， 

在不一樣的日子能有智慧過不一樣的農曆新年。本堂為配合政府  

防疫安排，由即日起至 2 月 12 日學校農曆年假期期間，將有以  

下安排：  

 

1 .  大堂崇拜聚會只維持直播，請弟兄姊妹在崇拜期間，於家  

中或適當場地預備心靈，一同參與網上直播崇拜。  

2.  幼兒、兒童、及青少年牧區，及各團契小組繼續暫停實體聚  

會，由同工與相關小組安排網上聚會或延後聚會。  

3. 二月份所有課程包括門徒訓練、基督裏的良伴、屬靈旅

程等皆以 Zoom 形式舉行。  

4.  教會於這段期間將作有限度開放，弟兄姊妹如有需要，可聯  

絡同工。  

 

正如保羅所言，沒有任何事物能隔絕基督與我們的愛，盼望

我們在同心抗疫的同時，亦繼續堅持與主緊密連繫，願主保守大

家在年假期間，繼續身體健康，並在限制中經歷喜樂平安的農曆

新年。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將軍澳堂示  

2022 年 2 月 5 日  

日期 主題 經文 

2 月 13 日 禍福由主‧信不徒然 耶 17:5-10 路 6:17-26 林前 15:12-20 

2 月 20 日 面對仇敵‧信靠上帝 創 45:3-11, 15 路 6:27-38 林前 15:35-38, 42-50 

2 月 27 日 漸肖主形‧醫治釋放 出 34:29-35 路 9:28-43 林後 3: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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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洗禮預備班 

日    期：2 月 10 日至 3 月 31 日（逢星期四） 

時    間：晚上 7:30 至 9:00 

問心事日期：4 月 3 日（主日）崇拜後 

截止報名日期：2 月 6 日（主日） 

成人洗禮及堅信禮 
「洗禮/堅信禮預備班」由教牧同工主理，目的在於講解本宗信仰及加入 

教會之有關教義。凡決心接受洗禮者或堅信禮者，當先向同工領取報名表格辦 

理報名，並必須出席所有「洗禮/堅信禮預備班」課堂及問心事，才會考慮接 

受洗禮/堅信禮。 

凡於幼年已接受洗禮者，長大後亦需接受堅信禮，已確定兒童洗禮之效 

用並個人堅信的決心，在此亦鼓勵兒童洗禮者報名參加堅信禮，以確認個人 

信仰。 

兒童洗禮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本會）施行兒童洗禮。凡父母願意把兒女奉獻上帝， 

歸主為聖，帶領他們接受洗禮，並立志使他們在基督化的生活中成長，教養兒 

女遵守聖餐意義並願同領聖餐之父母，均可申請兒童洗禮。申請兒童洗禮的父 

或母必須已接受成人洗禮或堅信禮。 

為使父母更明白有關兒童洗禮的意義、責任及有關之安排，為子女申請 

洗禮者必須出席洗禮預備班其中的課堂及問心事。 

轉會禮 
本堂歡迎已受洗並出席本堂聚會一年或以上別會弟兄姊妹申請轉入本 

堂。本會相信地上只有一間教會，我們都只是不同的肢體部份，故此若有弟兄 

姊妹因不同原因而未能參與原屬教會聚會，而希望加入本堂成為會友，進一步 

委身於主並於本堂參與事奉，均可報名參加轉會禮。 

轉會者只需為已接受成人洗禮或堅信禮之別會會友，穩定出席本堂聚會一

年或以上，並完成洗禮預備班其中五堂。歡迎希望加入本堂大家庭之別會弟兄

姊妹報名參加。 

申請資格 

申請成人洗禮或堅信者，必須於將軍澳堂穩定出席崇拜及小組聚會一年 

或以上，並已完成「與主同行廿一天」靈修課程。 

凡報名參加成人洗禮、堅信禮、轉會禮或兒童洗禮之父或母，則需在本 

堂恆常參與聚會一年或以上。 

二月份課堂 

將以 Zoom形式舉行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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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旅程（一至三月） 

特色旅程 行程安排 旅程日期 導遊 

神話之旅— 

聖經學習 

士師記五課 

（地下顯恩堂） 

2 月 13 日至 3 月 20 日 

（主日崇拜後） 
譚啟見弟兄 

歷史文化旅程— 

傳統學習 

遇閱讀於聚會—讀書會 

（一樓 2B 課室） 

2 月 10 日至 3 月 3 日 

（禮拜四晚上 8:00-9:30） 
梁美英牧師 

穿越中世紀 

（線上遊） 

2 月 15 日至 3 月 8 日 

（禮拜二晚上 9:00-10:00） 
梁逸軒博士 

信仰深度遊— 

經驗學習 

豐富的禱告 

（地下顯恩堂） 

2 月 26 日至 3 月 19 日 

（禮拜六早上 10:00-11:30） 
余勝意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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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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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正讀與信仰實踐—
（線上遊） 

4 至 6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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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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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4 日至 6 月 12 日 

（主日崇拜後舉行） 
關耀興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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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 2022 年度屬靈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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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報名方法：可到領導團報名 或 掃瞄二維碼 

大齋期靈修手冊 

2022 年大齋期將於三月二日開始，

鼓勵弟兄姊妹於大齋期採用基督教文藝

出版社最新出版之《2022 年大齋期靈修

手冊》進行四十天靈修默想。每一天藉

着經文閱讀、經文淺釋、反思問題、詩

歌分享、每日禱文、行道指引，祈盼在

聖靈引導下，能於這重要節期與主耶穌

同行，學習過清心意潔生活，切實悔罪，

放下自我，活出基督，並接受上主之引

領，在世為主作美好之見證。 

靈修手冊每本$40，歡迎各弟兄姊妹

聯絡同工回教會購買。如有查詢，歡迎 

致電 2790 1727聯絡本堂同工。 



一一 

 

總議會消息 

講座：初心、信心、愛心—— 

基督徒如何回應轉變的世界 

在疫情、社會、政局和經濟等變化下，可能令會友感到迷茫、困惑、無

奈、失去信心及方向，本會常務委員會「發展策略小組」特訂於二零二二年

二月十九日舉辦以「初心、信心、愛心」為題之講座，邀得林津牧師、林崇

智牧師、陳德昌牧師及關瑞文義務教士擔任嘉賓，探討基督徒如何面對當下

境況。茲將有關詳情臚列如下—— 

日  期：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九日（禮拜六） 

時  間：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半 

地  點：本會九龍堂聖堂（九龍油麻地加士居道 40 號）* 

講  員：林 津牧師（本會會長） 

林崇智牧師（本會卸任會長、安素堂主任） 

陳德昌牧師（本會香港聯區聯區長、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主席） 

關瑞文義務教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院長（教務）］ 

報名連結：http://bit.do/fTbDU 

截止日期：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七日（禮拜四）中午十二時 

查  詢：請致電 2528 0186 與總議會辦事處同工聯絡 

【*是次講座之最終安排將因應政府之防疫措施而定，參加者請留意本小組稍後

透過〈週刊〉消息稿及電郵發出之公佈。】 

本會服侍本地印尼傭工事工  
興趣班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近日再次嚴峻，本事工決定崇拜改以 Zoom 進 

行，並取消原訂於一月十六至三十日（主日）下午舉行之興趣班及講座， 

敬希垂注。如有查詢，請致電（untuk pendaftaran atau informasi lebih lanjut  

silahkan hubungi staff kami）與負責同工黃益虹牧師（Asih Susilowati）（電話： 

95335791）或展愛蓓女士（April Ginting）（電話：90305956）聯絡。 

取消興趣班 

http://bit.do/fTbDU


一二 

 

        本會牧師部屬下「信仰分享專責小組」主辦 

 2022「信仰分享大使」訓練班  

主耶穌吩咐我們廣傳福音，你有回應嗎？  

你懂得如何與人分享福音嗎？  

分享信仰時應講甚麼內容？  

為甚麼我邀請人返教會，他們總會拒絕我？  

如果你想知道以上問題的解答，就應該盡快報名參加今年舉

行的「信仰分享大使」訓練班，因為這個訓練班能幫助你解

答很多有關與人分享信仰時的難題，以堅實的聖經基礎、符

合本宗精神、實踐廣傳福音的使命。  

專責小組於今年只開辦１次由本小組成員親自教授之「信仰

分享大使訓練班」，現正接受報名，期望你能把握機會，學

習倚靠藉聖靈的能力，以謙卑的態度，用言語 (Word)、行為

(Deed)及具體標記 (Sign)，不斷與人分享耶穌基督的救恩，

使家人、親友、同事及同學得着上帝的祝福。  

日  期：2022 年 2 月 22 日至 3 月 22 日（連續五週禮拜二） 

（註：參加者若出席全部五次訓練及完成指定要求， 

可取得「信仰分享大使」資格。） 

時  間：下午 8:00 至 10:00 

形  式：透過 Zoom 網上視像軟件進行  

對  象：新受洗之會友、未接受訓練之宣教同工及弟兄姊妹  

費  用：每位 $20（包括訓練講義）  

報  名：請於 2022年 2月 14日（禮拜一）或以前 

登入 https://reurl.cc/yQmaQy  

或掃描二維碼填寫網上報名表 

查  詢：請致電 3725 4529 聯絡總議會辦事處梁翠湄女士  

※ 受訓為主作見證機會可貴  快報名參加※  

 

https://reurl.cc/yQmaQy


一三 

 

 
網上報名表 

 

本會海外宣教委員會  

屬下海外宣教推廣教育小組主辦  

「堂會差傳事工手冊」重點交流會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馬可福音16:15 

 

主耶穌在復活後升天前將傳福音的大使命囑咐門徒，今天我們都準備好為差傳

事工獻一分力嗎？堂會要推動差傳事工，有甚麼範疇需要關顧？作為堂會差傳

事工小組成員，又應如何裝備自己及團隊？ 

 

由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總幹事劉卓聰傳道編著之《堂會差傳事工手冊2021》為

差傳事工提供扎實之聖經理論及具體實踐方法，劉傳道更將一連三講，親身主

領此交流會。 

 

日  期：2022 年 3 月 10、17 及 24 日（禮拜四） 

時  間：晚上 7:30 至 9:30 

地  點：本會九龍堂 203-204 室（九龍油麻地加士居道 40 號） 

目  的：透過課堂學習與交流，提升各堂會推動差傳事工之效率 

內  容：１．差傳使命與教會——成立差傳事工決策單位 

２．普世禾場與宣教工人甄選 

３．普世差傳回應： 

ⅰ．關顧及支援宣教工人 

ⅱ．動員肢體實踐大使命 

ⅲ．本地跨文化事工的契機 

導  師：劉卓聰傳道（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總幹事） 

對  象：現有外派差遣員之本會堂會事工小組成員、各堂會教牧同工、 

本會海外宣教委員會成員及有志於差傳事工之本會信徒 

費  用：全免 

報  名：填寫網上報名表 

https://forms.gle/kyGGKA4rsahV8ipT8 

或掃瞄右方二維碼。 

截止日期：2022 年 3 月 3 日（禮拜四） 

查  詢：請電 2528 0186 或 3725 4535 總議會辦事處鄧欣欣女士 

或電郵：aes.omcom@methodist.org.hk。 

https://forms.gle/kyGGKA4rsahV8ipT8
mailto:aes.omcom@methodist.org.hk


一四 

 

講道筆記      曾美娟牧師      日期：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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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0 暫停 

迦密團契 (家庭) 第四個主日下午 1:30 地下顯恩堂 02/27 漫遊鹽田梓 

伉儷團契 (夫婦) 第四個週六晚上 7:30 地下顯恩堂 02/26 愛的季節 

迦南團契 (在職) 第一至三個週五晚上 7:45 Zoom 線上 02/11 分享：生命起跑線 

華語團契 第四個主日上午 11:30 Zoom 線上 02/27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尊貴器皿 (女士) 逢週四上午 10:00 Zoom 線上 02/17 查經—彼拉多的妻子 

約瑟組 (男士) 第一、三個週四晚上 7:30 Zoom 線上 02/10 查經—出埃及記 

但以理小組 (女士) 第二、三個主日下午 1:00 外出 02/13 聖經人物：但以理 

五餅二魚小組 (在職) 第一、三個主日上午 11:45 Zoom 線上 02/06 查經—以西結書 

提阿非羅小組 (在職) 第一、三個週二晚上 7:30 Zoom 線上 02/15 書籍分享 

約伯家 (在職) 逢週二晚上 7:30 Zoom 線上 02/08 小組團拜 

路得家 (在職) 逢主日下午 1:30 Teams 線上 02/06 暫停 

施洗約翰家 (在職) 第一、三個週五晚上 7:30 外出 02/18 書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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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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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0 朋友 

摩西家 (大專) 逢主日早上 11:45 外出 02/13 小組分享 

約拿家 (大專至在職) 週六晚上 7:45 外出 02/12 小組分享 

兒童牧區 Junior Zone 

聯合聚會 (P1-P6) 逢主日上午 9:30  02/13 暫停 

生命教育 (P1-P2) 逢主日上午 9:30 Zoom 線上 02/13 生命教育 

Awana T&T (P3-P6) 逢主日上午 9:30 Zoom 線上 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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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3 暫停 

幼兒家長小組 第二、四主日上午 10:00 一樓 2A 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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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6 詩歌、生命故事 

將循家長天地 第三個週五上午 10:00 地下康樂室 02/18 音樂、祈禱、分享 

主日學 

福音班 逢主日上午 11:30 二樓 5A 02/13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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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3 日 — 顯現後第六主日） 

主題：福禍由主‧信不徒然 

經文：詩 1:6、耶 17:5-10、路 6:17-26、林前 15: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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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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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