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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老年 
翁玉文會吏  

老年究竟有何意義呢？古倫神父在他所著的《擁抱老年心生活》中，提 

到：「『變老的過程』並不只是一種每個人都會經歷外表的現象而已，它也具有 

內在意義。唯有瞭解其本質意義，我們才能夠用正確方法來接納自己變老過 

程。」若能夠找到老年意義，就避免用輕視或嫉妒的眼光來看年輕人，和摒棄 

嘗試所有新事物。認定老年意義，乃是認同自己隨着年日而出現的年老跡象， 

發掘其獨有價值、奧秘、智慧和哀傷，並且獻身完成自然界對我們生命歷程的 

要求。擁抱老年其實是擁抱漸漸變老的自己，我們要學會如何擁抱過去、如何 

接受自己的限制和朝向內心、感受上主。 

與自己的過去和好 

我們都很容易活在過去的「成功」中，但又有多少人在他年老時願意面對 

自己的「過失」呢？過去的已經不能改變，但卻可以憑承認失敗來接納自己。 

經課中摩八 1-12，上主讓以色列人面對他們過去對百姓所造成的痛苦，包括 

如何「踐踏貧窮人」、「以詭詐的天平欺哄人」、「把壞的穀物賣給人」。但上主 

並非停止在這些指控上，而是在未來的復興。因為只有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失 

敗，在上帝面前悔改，才可以有真正的將來。上主對以色列民說：「在那日， 

我必重建大衛倒塌的帳幕，修補其中的缺口；我必建立那遭破壞的，重新修造， 

如古時一般… .」（摩九 11） 

接受自己低輸出 

第二段經課路十 38-42，我們年輕時曾經都像馬大一樣，殷勤地工作，甚 

至一個人承擔兩個人事務，面不改容。但當年老時，體力已經大不如前，卻仍 

然企圖用不同方法來證明自己像年輕時一樣有高度效率，仍舊有強大的輸出 

力，結果陷入身體和心靈的透支，得不償失。因此，我們要為自己設立界線， 

必要時提醒自己要像瑪利亞一樣「在主腳前坐着聽他的道」，退下來，恢復心 

力體力，才能繼續有所發揮。我們不需要透過工作果效，刷存在感，上主已經 

知道，他會將我們整個人放在心上。 

朝向內心、感受上主 

老年難免經驗孤獨，例如摯愛和親友離世，近來年輕家人移民潮更觸發 

「被遺棄」的感覺。我們唯有朝向自己內心，被上帝觸摸內心深處，才能接納 

孤獨的感受。只有朝向內心，才感覺到上主對我們的靈說話。第三段經課西一 

23「只要你持守信仰，根基穩固，堅定不移，不致動搖，離開了你們從前所聽 

見的福音的盼望。」年老的時候更加需要扎根真道，讓主的道不斷向我們說話， 

並且要不斷轉化自己的屬靈經驗，即是說要常常更新年輕時的屬靈經驗，不斷 

前進，重新再調整與上主的關係，讓我們比以前更堅定不移地信靠他，那麼對 

將來也更有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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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時間：上午十時               

主  席：劉黃校弟兄           敬   拜：馬漢武弟兄 

講  員：陳淑琳宣教師               讀 經 員：岑韞慧姊妹 

請關掉手提電話以及任何響鬧裝置 

宣召．．．．．．．．．．．．．．．．．．．．．．．．．．主席 

看哪，這就是那不以上帝為保障的人，他只倚靠豐富的財物，在邪惡上堅立 

自己。至於我，就像上帝殿中的青橄欖樹，我永永遠遠倚靠上帝的慈愛。 

                                               （詩篇 52篇 7-8節） 

詩歌敬拜．．．．．．．．．．．．．．．．．．．．．敬拜小組 

【美好新生命】曲：吉中鳴   詞：趙孟準   版權：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神造萬有為彰顯美好生命  流露著愛突破憂慮愁哀 

萬物跳著躍田間  鳥兒畫長空  同來共舞唱出新希望 

今歡樂唱歌  讓我 歡樂唱歌  讓我頌讚跳舞快樂同唱 

心裡感謝我主大愛  感謝我主為我捨身犧牲給我再生 

新生命譜出是愛  生命譜出和諧悅耳跳躍美妙樂韻 

稱讚造物主  要高舉祢是王 

【獻上尊榮】曲、詞：曾祥怡   版權：讚美之泉 

耶穌基督  榮耀父神彰顯  救贖真光  萬國的盼望 

祢的國度寶座存到永遠  唯有祢配得所有頌讚 

耶穌基督  榮耀父神彰顯  救贖真光  萬國的盼望 

祢的國度寶座存到永遠  唯有祢配得所有頌讚 

獻上尊榮  尊榮  給主耶穌  在萬民之上 

獻上敬拜  敬拜  願祢崇高在全地之上 

獻上尊榮  尊榮  給主耶穌  在萬民之上 

獻上敬拜  敬拜  願祢崇高在全地之上 

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  唯有祢名被尊崇為大 

最小部落到最大國家  凡有氣息都歸榮耀給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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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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守信仰‧選擇美善．．．．．岑韞慧姊妹 

 阿摩司書 8章 1-12節．．．．．．．．．．．．．．．．．．（舊約 1375頁） 

 路加福音 10章 38-42節．．．．．．．．．．．．．．．．．（新約 0108頁） 

 歌羅西書 1章 15-28節．．．．．．．．．．．．．．．．．（新約 0307頁） 

獻詩．．．．．．．．．【平安】．．．．．．．．．．堂區領袖 

曲、詞：馬啟邦   版權：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就算世界刮著狂風暴雨  我心仍是穩妥安舒 

無論前路灰暗  憂傷困倦  祢讓我站穩  磐石之處 

就算捆鎖劫難縈繞著我  我心藏著不死盼望 

耶穌是我牧者  永在我旁  祢杖祢竿都安慰我 

主  祢賜下平安  不像世人所賜 

我的心  不必再憂愁  也不用膽怯 

主  祢賜下這平安  是用重價換來的恩典 

受鞭傷使我得醫治  受刑罰讓我得到  赦免 

長者事工分享．．．．．．．．．．．．．．．．．黃智傑先生 

講道．．．．．．講題：持守信仰‧選擇美善．．．．陳淑琳宣教師 

回應詩歌．．．．．．【一生倚靠祢】．．．．．．．．．．眾坐 

曲：古丹青   詞：ivorquent@frontline   版權：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完美主  是祢得勝主  心響應  一生信靠 

純潔主  頌讚不止息  心感應  一生敬拜 

同讚美  來頌讚在全地  同來獻上  全是心中感恩 

願在每天可找到  主賜下能力  神祢恩典不變改 

同讚美  來頌讚在全地  同來獻上  全是心中感恩 

就在每天緊握  得盼望能力  神祢賜應許不變改 

神我要一生倚靠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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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眾坐 

紅色奉獻袋（主日獻金）、藍色奉獻袋（北角衞理堂重建工程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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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水橋事工分享．．．．．．．．．．姚麗媚姊妹、周沛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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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承蒙觀塘社會服務處註冊社工黃智傑先生蒞臨分享，本堂仝人深表謝 

意。 

   b. 承蒙本會天水圍堂代表姚麗媚姊妹及周沛強弟兄蒞臨分享洪水橋事 

工，本堂仝人深表謝意。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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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北角衞理堂重建計劃籌款 

   感謝主讓我們有機會見證聖殿的重建，以及對北角社區福音工作參與， 

   為此每逢第三主日會多收一次奉獻，作為支持北角衞理堂重建之工程及 

   相關事工之支持。懇請弟兄姊妹積極參與，共建主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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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通訊錄，並將您的中文全名以 WhatsApp發送至此號碼。 

 

https://forms.gle/f3hpvD1kS9jfpoJ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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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弟兄姊妹如以網上或銀行轉賬方式奉獻，請保留轉賬證明或入數紙， 

      於十四天內連同姓名、捐項及金額，以電郵（tkomc2004@gmail.com）、 

      傳真（2178 1265）、或 WhatsApp（6373 5953）等方式通知教會， 

      以便教會作記錄及日後發出收據作報稅之用。如有查詢，請聯絡本堂 

      行政同工吳先生或張女士。 

   c. 網上直播崇拜點名表 

為方便教會準確地統計及整理崇拜出席資料，煩請參與 

網上直播崇拜的弟兄姊妹每週於加入崇拜連結後，點擊 

https://forms.gle/1QsQu2Uy7PU3sZKa9 或 掃瞄二維碼， 

簡單填妥表格作點名之用。 

   d. 於禮堂後方派發較早前拍攝之家庭合照，以供留念，歡迎弟兄姊妹 

自由奉獻。 

   e. 較早前已訂閱「愛與恩典第二冊」的弟兄姊妹，請到禮堂後方取書。 

4. 同工消息 

   a. 本堂堂主任余勝意牧師將於 8 月 1 日離任，為歡送余牧師及歡迎新 

      堂主任劉建良牧師，本堂將於 7 月 31 日（主日）崇拜後舉行歡送及 

      歡迎主任牧師聚會，請弟兄姊妹崇拜後留步出席。 

   b. 按總議會教牧人員職務調派，由 2022年 8月 1日起，劉建良牧師擔 

      任將軍澳堂主任牧師。 劉牧師為本會屬管牧師，曾擔任麗瑤堂、信 

      望堂、禧恩堂、鴨脷洲堂及神愛堂主任牧師。 劉牧師將於加拿大完 

      成工作休假返港，劉師母及兩個兒子繼續留在加拿大升學。 

5. 漂書活動（免費書籍送贈） 

   為鼓勵弟兄姊妹多閱讀，余勝意牧師將珍藏書籍免費送贈弟兄姊 

   妹，歡迎到禮堂入口處免費選取心儀書籍。 

6. 領導團招募 

   為回應堂會發展需要，本堂現正招募新領導團團員。領導團工作包括： 

   在日常崇拜中協助崇拜一般運作如接待、收奉獻及聖餐司事等，亦引領 

   並協助弟兄姊妹及新朋友參與將軍澳堂崇拜。邀請凡已接受成人洗禮或 

   轉會禮加入本堂的弟兄姊妹，有感動於領導團崗位事奉，經常出席崇拜 

   和具團隊合一精神者報名加入領導團。宣教師會在 8月中安排招募面見。 

   如有查詢可與團長劉黃校弟兄、歐寳文宣教師或其他同工聯絡。 

   截止報名日期：2022年 7月 31日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RNB74rM1GjrwAbMv8 

https://forms.gle/1QsQu2Uy7PU3sZKa9
https://forms.gle/RNB74rM1GjrwAbMv8


七 

 

7. 崇拜禱告組 

   敬拜隊隊員招募面見 

   請已於較早前報名表示有意加入敬拜隊的弟兄姊妹於 7 月 17 日 

   （今主日）崇拜後前往二樓音樂室進行面見及試音。如有查詢，請 

   與隊長白穎文姊妹或陳淑琳宣教師聯絡。 

8. 信仰栽培組 

    a.福音班仍維持現場及 ZOOM同步進行，參加 ZOOM的弟兄姊妹請提早 5 

      至 10分鐘登入，已確保電腦器材能順利運作。 

課程 時間 地點 導師 

福音班（密碼：01） 

Zoom ID：698 706 5395 
上午 11:45 二樓 5A課室 陳永堅弟兄 

    b.第三季屬靈旅程七月起陸續開始，已報名參加的弟兄姊妹請留意課程 

      日期及時間，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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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將軍澳堂二樓 5B 課室） 

7 月 10 日至 9 月 18 日 

（共 9 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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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權文化下的希伯來女性—
選讀（線上遊） 

7 月 2 日至 23 日（共 4 堂， 

禮拜六晚上 8: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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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3 日至 9 月 3 日 

（共 4 堂，禮拜六 

晚上 8:00-10:00） 

關瑞文博士 

 

信仰深度遊— 

經驗學習 

 

 

生命教育 

（將軍澳堂地下演藝龐） 

7 月 11 日至 8 月 1 日及 
9 月 5 日 

（禮拜一晚上 7:30-9:30） 
兩次戶外生命教育體驗課： 
8 月 13 日及 20 日（禮拜六 
上午 9:00 至下午 1:00） 

曾美娟牧師 

9. 新朋友 

   歡迎以下新朋友主日蒞臨參與崇拜，誠邀繼續赴會，一同經歷主愛！ 

7月 10日 連少華女士、蕭輝新先生、蕭秀珍女士、郭慶輝先生、

楊心怡女士、黎國浩先生、葉綺雯女士、李潔芬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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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協助收拾禮堂場地 

   崇拜後請弟兄姊妹協助消毒及收拾座椅。 

上主日崇拜資料： 

大堂崇拜：現場 228人 

直播 48部裝置觀看 

奉獻總額：115,542.10元 

青少年崇拜：參加大堂崇拜 

兒 童 牧 區：72人 

幼 兒 牧 區：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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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  席：劉黃校弟兄              敬   拜：馬漢武弟兄 

講  員：陳淑琳宣教師                  讀 經 員：岑韞慧姊妹 

領 導 團：陳瑞珠、黃瑞龍、廖詠賢、呂振昌、張文海、葉瑞英、岑耀宗、 

          黃永成、傅彩英、謝潔萍 

插 花 員：張佩儀 

敬拜小組：陳志偉、吳雪艾、賴頴豪、方建漢、余麗芝、劉寶珊、葉柳菁、 

馬明輝、梁百男、張惠萍 

直 播 員：區佩儀 

 

下主日（７月 24 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  席：陳永堅弟兄              敬   拜：勞國雄弟兄 

講  員：賴季汶宣教師                  讀 經 員：蕭俊熹弟兄 

領 導 團：傅彩英、麥美梅、謝潔萍、何麗雯、高桂儀、林  霞、蔡根桃、 

          鄧  玉、梁美琼、蘇美蘭 

插 花 員：鄭玉娟 

敬拜小組：梁百男、陳志偉、劉寶珊、張耀棠、劉寶玉、謝梽龍、羅耀恩、 

          馬明輝、王兆山、葉穎怡 

直 播 員：岑韞慧 

日期 主題 經文 

7 月 24 日 活好當下‧追求豐盛 何 1:2-10 路 11:1-13 西 2:6-19 

7 月 31 日 省察生命‧邁向卓越 何 11:1-11 路 12:13-21 西 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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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將軍澳堂 

成年牧區  主辦 

兒童牧區及青少年牧區  協辦 

與眾同樂日 

自去年成年牧區成立後，今年首次舉辦的大型活動，特別

為每位度身訂造～ 動又得，靜又得，男又得，女又得，老又得，

少又得！熱切期待大家踴躍參與！ 

日    期：2022年 7月 24日（主日） 

時    間：下午 2:00至 4:30 

（大家聯群結隊食飽飯返嚟，時間就啱啱好！） 

地    點：將軍澳堂地下 

內    容：決戰一分鐘、桌上遊戲、手工製作、Switch 對戰、 

點唱站、才藝表演等。 

點唱及才藝表演報名：點擊 

https:/ /forms.gle/fFwCtErQZ67NgxKK7  

或掃瞄二維碼填妥表格。  

特別節目：鬥智鬥力競技賽，共設三個項目，歡迎大家到時密切

留意及踴躍挑戰！ 

備    註：將於當日派發遊戲券，以集齊印章換領豐富禮物！ 

查    詢：可聯絡副區長羅詠恩姊妹、陳淑琳宣教師或曾美娟 

牧師。 

 
 
 

https://forms.gle/fFwCtErQZ67NgxKK7


一○ 

 

~ 將軍澳堂在防疫措施下之聚會安排  ~  

因應政府新一輪限聚令放寬宗教團體聚會人數為聚會場所能容納人數上限

之 85%，唯這項放寬修訂必須配合使用「安心出行」及「疫苗通行證」之要求，

故本堂將於 5月 19日起之主日崇拜聚會作出以下安排，敬請弟兄姊妹留意： 

進入教會範圍時 

1. 除 *獲豁免人仕外，所有進入學校範圍之到訪人仕，必須掃描安心出行及疫苗通行證。 

2. 所有到訪人仕必須量度體溫（如發現有發燒，可被拒進入學校範圍）、用消毒液潔手及 

   佩戴口罩； 

3. 聚會時須全程佩戴口罩，並禁止飲食； 

4. 本堂將於地下正門及停車場出入口，安排保安公司職員協助到訪者順利完成以上安排。 

崇拜聚會期間 

1. 為減少公共物品的接觸，鼓勵弟兄姊妹自備聖經，程序及詩歌會以投影或電子版本展示； 

2. 除聖餐禮外，所有範圍嚴禁飲食； 

3. 為避免社交接觸或聚眾，崇拜聚會後所有室外場地暫停開，直至「限聚令」結束，請 

   未有參加主日學或小組弟兄姊妹崇拜完結後盡早離開； 

4. 如崇拜聚會後得悉有出席人士確診感染，本堂將立即公佈並通知衛生署； 

5. 本堂將繼續直播崇拜聚會。  

其他聚會安排均會繼續遵照新一輪防疫措施實行，各團契小組及課程參加者可與相

關同工或小組組長聯絡以了解詳情。 

有關疫苗通行證之要求表列如下：（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vp_t1_CHI.pdf） 

 29/04 前 30/04 至 30/05 31/05 之後 

18歲或以上人士 第一針 第二針 第三針 
（如接種第二針後滿 6 個月） 

12 至 17 歲人士 第一針 第二針 
（如接種第一針後滿 6 個月） 

第三針 
（如接種第二針後滿 6 個月） 

12 歲或以上 
康復者 

a) 康復後未滿 6 個月，無需額外接種要求。 
b) 在感染 2019 冠狀病毒前已接種第二或第三針者，無需額外接種要求。 
c) 在感染 2019 冠狀病毒前已接種第一針疫苗，於 29/04 前無需額外接

種要求；於 30/04 後需接種第二針。 
d) 在感染 2019 冠狀病毒前沒有接種疫苗，於 29/04 前需接種第一針；

於 30/04 後需要種第二針（如接種第一針後滿 6 個月）。 
e) 已接種第一針復必泰（BioNTech）疫苗的 12 至 17 歲人士，無需第二

針接種要求。 

*獲豁免使用安心出行人士：（需填寫本堂安排之指定表格） 

 〔A〕12 歲以下和 65 歲或以上的人士；  

 〔B〕使用「安心出行」有困難的殘疾人士；  

 〔C〕其他就上述安排獲政府或政府授權機構認可為合資格的人士 

~ 願天父繼續保守弟兄姊妹的健康，並醫治病者早日痊癒 ~ 

將軍澳堂示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vp_t1_CHI.pdf


一一 

 

本會社會服務部  

敬老主日  今週於各堂崇拜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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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敬老主日單張

以「疫後生命重建」為題，盼能喚起本會會友對長者全人生命

之關注，以行動關顧身邊之長者。有關詳細資料請參閱今週派

發之敬老主日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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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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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 

＊ 今年奉獻目標：港幣四十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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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22 年 7 月 17 日  2022 年 7 月 24 日  

講員  
本會國際禮拜堂堂主任  

范爾敦牧師  

本會前會長  

盧龍光牧師  

講題  王的悔悟  仗著十字架誇勝  

經文  王下 22:1-20  

何 1:2-10 

路 11:1-13 

西 2:6-19 

地點  
本會國際禮拜堂 5 樓禮堂，亦可透過  

普通話崇拜 Facebook 專頁的網上直播來參與。  

時間  上午 10:30 

查詢：請電郵 john@michk.com 聯絡許向一宣教師  



一二 

 

MEM 循道衞理佈道團  主辦  

2022 年 7 月份 MEM 祈禱會  
（以實體及 Zoom 視像同步舉行）  

MEM 七月份祈禱會詳情如下：  

 

日期： 2022 年 7 月 20 日（禮拜三）  

時間：晚上 7:00 - 8:00 

地點：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衞斯理大樓十七樓  

  主題：憐憫服事 anytime! 

       （我在何事上經歷過主的憐憫？  

我又如何活出好「憐憫」的生命？）  

 

若有查詢或有關 Zoom 登入資料，請致電 3725 4566 或電郵

admin@mem.hk 與本團同工聯絡。  

 

熱切期待您的出席，一同回到主裏，彼此分享、禱告守望，為世

界及香港的狀況切切禱告！  

「要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為此警醒不倦，為眾聖

徒祈求。」以弗所書  6:18 

 

 

歡迎海外同工感恩崇拜  

  茲為歡迎菲律賓衞理公會畢以列牧師（The Revd Israel L 

Bangsil）來港擔任國際禮拜堂助理牧師（Associate Pastor），

特訂於二０二二年八月七日（主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在該堂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百七十一號）舉行歡迎感恩崇拜

（Welcome Service），由會長林津牧師證道。為表示教會一

家、對國際禮拜堂聯區及菲籍事工之支持，敬希弟兄姊妹參

加，同頌上主鴻恩。  

 



一三 

 

香港堂助學金─ ─ 現在接受申請 

 

香港堂助學金主要來自弟兄姊妹愛心的捐獻，目的為資助本會各堂、
學校及社會服務機關轉介有經濟困難人士之學費。 

 

（一）對象： 

1. 本堂會友、會友子弟或恆常參與本堂聚會人士。 

2. 本會別堂會友或會友子弟（須附該堂主任之推薦信）。 

3. 本會屬下各中、小學、幼稚園及幼兒園之學生（須附就讀學校校長
及所屬堂會主任之推薦信）。 

4. 本會屬下社會服務機構轉介之個案（須附由相關社會服務機構之負
責人及所屬堂會主任之推薦信）。 

【個別有需要人士，可直接與各該堂主任聯絡，本堂將視乎個別情況作
出考慮。】 

 

（二）申請辦法： 

1. 申請人可往地下辦事處索取申請表格，將填妥之表格於截止日期前
交回本堂。 

（所有 18歲或以下之助學申請人，申請表格必須有父母之簽署）。 

2. 所有本地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合資格之申請人，須先向政府學生資助
辦事處申 

請本地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之資助。申請人如成功獲政府批准助學金及
／或貸款，必須先接受政府之助學金及貸款，本堂已撥出之助學金亦
須退還。所有申請人必須提交政府批核結果證明文件正本，以茲證明。 

3. 如有需要，本堂將會安排接見助學申請人。 

 

截止申請日期：二○二二年七月卅一日 



一四 

 

講道筆記         陳淑琳宣教師       日期：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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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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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7 讀經訓練 

迦密團契 (家庭) 第四個主日下午 1:30 地下顯恩堂 07/24 分享會 

伉儷團契 (夫婦) 第四個週六晚上 7:30 地下顯恩堂 07/23 愛的培育 

迦南團契 (在職) 第一至三個週五晚上 7:45 地下顯恩堂 08/05 查經：瑪拉基書 

華語團契 第四個主日上午 11:30 一樓 2E 課室 07/23 拯救 

尊貴器皿 (女士) 逢週四上午 10:00 地下顯恩堂 07/21 DIY 擴香石 

約瑟組 (男士) 第一、三個週四晚上 7:30 地下顯恩堂 07/21 查經：出埃及記 

但以理小組 (女士) 第二、三個主日下午 1:00 三樓 305 07/17 電影欣賞 

五餅二魚小組 (在職) 第一、三個主日上午 11:45 三樓活動室 07/17 查經 

提阿非羅小組 (在職) 第一、三個週二晚上 7:30 Zoom 線上 07/19 書籍分享 

約伯家 (在職) 逢週二晚上 7:30 Meet 線上 07/19 《信仰是/不是這樣》 

路得家 (在職) 逢主日下午 1:30 一樓 3B 課室 07/17 查經 

施洗約翰家 (在職) 逢主日上午 11:45 外出 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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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樓活動室 07/17  

天天回家＋以利亞家 (高中) 第一、三至五主日上午 9:30 一樓 3A 至 3B 07/17  

摩西家 (大專) 逢主日早上 11:45 一樓 2F 07/17 小組分享 

約拿家 (大專至在職) 週六晚上 7:45 外出 07/23 小組分享 

兒童牧區 Junior Zone 

聯合聚會 (P1-P6) 逢主日上午 9:30 三樓 305 07/17  

生命教育 (P1-P2) 逢主日上午 9:30 三樓 305 07/17 生命教育 

Awana T&T (P3-P6) 逢主日上午 9:30 三樓 5C 至 5E 07/17 主日學 

幼兒牧區 Kids Zone 

親子活動＋ABC (K1-K3) 逢主日上午 10:00 地下顯恩堂 07/17 唱詩、律動及聖經短片 

幼兒家長小組 第二、四主日上午 10:00 一樓 2A 07/17 學習動力 Go 高 Goal 

其他小組 

好撒瑪利亞人小組 第一個主日中午 12:00 地下顯恩堂 08/07 彼此代求及分享 

將循家長天地 九月份開始，時間待定 待定 九月 音樂、祈禱、分享 

主日學 

福音班 逢主日上午 11:45 二樓 5A 課室

及 Zoom 線上 

07/17 生活中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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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24 日 —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 

主題：活好當下 ‧ 追求豐盛 

經文：何 1:2-10   路 11:1-13   西 2:6-19 

主日崇拜 青少年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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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季汶宣教師 講員：曾美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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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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季汶宣教師 

  義務教士：關瑞文先生、陳贊科先生 
  行政助理：吳偉信先生                  財務幹事：張沛珊女士 
  電    話：2790 1727、2706 7326       傳    真：2178 1265 
  通訊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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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omk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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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om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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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