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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為使命而存在 

袁天佑牧師 

約翰福音十七章，記載耶穌在離世前為教會的禱告，這禱告  

被稱為「大祭司的禱告」。對於這篇禱文，不少人看重其中耶穌  

為教會「合一」而禱告，因為當中的第 11、21、22 和 23 節都  

有提及「合而為一」。教會的合一，當然重要，但這不是最終的  

目的。教會的合一，是為要讓世人知道上主的愛，也知道上主差  

遣耶穌到世上，也差遣信徒到世上。「差遣」這主題，在禱文中  

第 8， 11，18，21， 23 節都有提及。  

過去兩年多，由於新冠疫情的緣故，教會也間中停止現場崇

拜，改用網上方式進行。特別是今年第五波疫情，教會甚至被迫

關閉處所，除職員外，其他人都不准進入。 4 月 21 日後，疫情

放緩，教會也可開放，但只准已接種疫苗的人進入。個人並不同

意政府對宗教處所上述兩項安排。因疫情緣故，暫停公開活動是

合宜的事，但關閉場所和限制某些人不得進入，實令我感到不  

安。宗教場所，不論是神職人員，或是宗教場所的寧靜，往往是

人在身、心、靈感到軟弱時，給與人力量。  

雖然宗教場所仍未無限制的開放，但信徒能在處所內進行現

場崇拜，我們都感到雀躍。疫情時沒有現場崇拜，我們感到不快，

更想到能走在一起，一同敬拜，實在不是想當然的事。現今有現

場崇拜，盼望我們都能珍惜，每次出席崇拜，皆以心靈和誠實的

敬拜。  

不過，合一、共聚等，都不是教會存在於世上的目的。教會

是為使命而存在，被差遣在世上。教會也不是一個處所，而是信

仰基督的群體。處所被關閉，不是教會被關閉。但信仰群體只看

重自己在一起的崇拜，忽略自己是被差遣，這便失去教會存在的

真義。  

喜見在疫情期間，一些教會信眾將防疫物資送上有需要人  

士，也登門關心一些獨居者。教會作為信仰群體是被差遣在世，

每位信徒都是被差遣的。所以大家回到教會處所崇拜，不只是聽

道，領受祝福，也要接受上主的差遣。  

「父怎樣差耶穌到世上，我也照樣差『我們』到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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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時間：上午十時               

主席：吳文輝弟兄                            敬拜：葉柳菁姊妹 

講員：曾美娟牧師                            讀經：彭惠蘭姊妹 

請關掉手提電話以及任何響鬧裝置 

宣召．．．．．．．．．．．．．．．．．．．．．．．．．．主席 

  耶和華作王！願地快樂！願眾海島歡喜！密雲和幽暗在祂四圍， 

  公義和公平是祂寶座的根基。 

                                           （詩篇 97 篇 1-2 節） 

詩歌敬拜．．．．．．．．．．．．．．．．．．．．．敬拜小組 

【至高尊貴的祢】曲︰謝韻婷   詞︰朱浩廉   版權：角聲使團版權所有 

我讚美祢  至聖的主  滿有聖潔公義 

我仰望祢  謙卑跪拜  因祢極偉大和榮耀 

我敬拜祢  聖潔的主  願祢的榮光耀遍地 

我渴慕祢  光輝榮美  願國度權柄  也都歸祢  

峻嶺山川述說  主的大愛 

大海呼叫澎湃  也為祢喝采 

唯獨祢昔在永在  君尊屬祢  

萬國屈膝讚頌  至高尊貴的祢 

【一粒麥子】詞、曲：林婉容   版權：小羊詩歌版權所有 

一粒麥子  它若不落在地裡死了 

不論過了多少時候  它仍舊是它自己 

它若願意  讓自己被掩埋被用盡 

就必結出許多子粒  經歷生命的奇蹟 

主  我願意  主  我願意 

讓自己像種子落在地裡  失喪生命必反得生命 

主  我願意  主  我願意 

放下自以為應得的權利  在我身上成就祢旨意 

呼召如此崇高  種子何等渺小 

定睛標竿直跑  必見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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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祢來】曲、詞：周敏曦   版權：王者文化及周敏曦版權所有 

我願祢來  我願祢降臨  我願祢走進我靈裡的深處 

照亮我內心  救助我離開幽暗  聖靈啊  求祢牽引 

我願祢來  我願祢降臨  我願祢走進我靈裡的深處 

帶著我朝向  凝望那施恩典的臉  聖靈啊  求祢導引 

讓我心  打開給祢  讓我心  為祢預備 

讓我心  逼切的等候  讓我心  盡情歸祢 

我願祢來  我願祢降臨  我願祢走進我靈裡的深處 

帶著我朝向  來就近施恩寶座前  聖靈啊  求祢導引 

聖靈啊  求祢導引 

啟應禱文．．．．．．．．．．．．．．．．．．．．．．眾坐 

啟︰永恆的上帝，面對轉變的世界，我們以信心向你仰望，因你的慈愛和信實 

永無更改。 

應︰主啊，你是阿拉法，你是俄梅戛，是今在、昔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啟：至聖的基督，感謝你用真理使我們成聖，又為我們代求，使我們能合而為 

一。 

應︰主啊，求你幫助我們以和平彼此聯繫，竭力保持聖靈所賜的合一。 

啟︰大能的聖靈，懇求你降臨在我們身上，使我們得着能力，為主作見證。 

應︰主啊，無論得時不得時，我們總要放膽宣講生命之道。 

啟︰三一的上帝，求你使用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藉宣教牧養、學校教育及社會 

服務服事不同的群體，繼續延展教會在世的福音使命，分享你的恩典和見 

證你的大能。 

應︰主啊，讓我們同心合意，堅定不移，忠於你的託付，為福音的信仰齊心努 

力，榮耀你的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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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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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主題：基督代求．分享信仰．．．．彭惠蘭姊妹 

 使徒行傳 16章 16-34節．．．．．．．．．．．．．．．．．（新約 205頁） 

 約翰福音 17章 20-26節．．．．．．．．．．．．．．．．．（新約 170頁） 

 啟示錄 22章 12-14,16-17,20-21節．．．．．．．．．．．．（新約 422頁） 

講道．．．．．講題：轉變的世界‧竭力作主工．．．．曾美娟牧師 

回應詩歌．．．．．．．【我願祢來】．．．．．．．．．．眾坐 

曲、詞：周敏曦   版權：王者文化及周敏曦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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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片分享．．．．．《總議會主日短片 2022》．．．．．．．．眾坐 
家事分享．．．．．．．．．．．．．．．．．．．．曾美娟牧師 

互祝平安．．．．．．．．．．．．．．．．．．．．．．．眾坐 

祝福．．．．．．．．．．．．．．．．．．．．．．．曾美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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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通訊錄，並將您的中文全名以 WhatsApp發送至此號碼。 

   b. 有關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3 月之「奉獻收據」已印備妥當，弟兄 

姊妹如欲索取，可於崇拜後於領導團位置，向行政同工吳偉信先生或 

司庫黎志剛先生索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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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f3hpvD1kS9jfpoJ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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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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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同工消息 
   堂主任余勝意牧師於今主日前往粵南信義會腓力堂證道，請弟兄姊妹代 

   禱。弟兄姊妹如有要事，可與其他同工聯絡。 

4. 信仰栽培組 
   主日舉行之信仰栽培課程已恢復現場及 Zoom 形式同步進行，現場上課 

   的弟兄姊妹請參閱下表之上課地點，參加 Zoom 的弟兄姊妹，請以 ID 及 

   密碼登入。鼓勵大家提早 5-10分鐘進入以測試器材。如未收到連結請與 

   同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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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一步學新約 

 

上午 11:45 

 

二樓 5B課室 

羅淑華姊妹 

何麗玲姊妹 

陳偉中弟兄 

勇敢挑戰視野宣教學習 上午 11:30 地下顯恩堂 關耀興弟兄 

5. 崇拜禱告組 
   2022讀經員訓練及招募 

   將於 6月 15日（星期三）晚上 8:00至 9:30於一樓禮堂舉行，導師： 

   余勝意牧師，歡迎有心志參與讀經事奉並恆常參與崇拜的本堂會友 

   報名參加；也鼓勵現任讀經員報名參與是次訓練。 

   請點擊 https://forms.gle/5yFhwb5T8aVMCpwv8 或 

   掃瞄二維碼報名，如有查詢，請與宣教同工聯絡。 

6. 幼兒牧區 
   幼兒牧區已於 5月 22日（上主日）起恢復現場聚會，聚會時間為上午  

   10:00至崇拜完結，敬請留意。首階段現場聚會內容主要包括唱詩、律 

   動及聖經短片；第二階段全面恢復安排請留意教會消息。 

7. 兒童牧區 

   5月 29日（今主日）上午 11:45至下午 12:45於三樓 305 室舉行「事奉 

   人員 Me Time聚會」，歡迎所有團隊成員出席。如有查詢，請與區長張 

   佩儀姊妹或曾美娟牧師聯絡。 

https://forms.gle/5yFhwb5T8aVMCpw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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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成年牧區 
   5月 29日（今主日）下午 2:00於一樓 2B課室舉行牧區職員會會議，請 

   各團長及組長預留時間出席。 

9. 愛在起跑線 
   香港基督徒事工協會（HKACM）將於 6月 5日（下主日）下午 2:00借用 

   本堂一樓禮堂舉行「愛在起跑線」《反起跑線聯盟》製作團隊分享會， 

   現已開始接受報名，歡迎弟兄姊妹及新朋友參加，座位有限，額滿即止。 

   聚會詳細資料及報名方法請參閱本週刊十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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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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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崇拜資料： 

大堂崇拜：現場 169人 

直播 65部裝置觀看 

奉獻總額：33,540.00元 

青少年崇拜：40人 

兒 童 牧 區：53人 

幼 兒 牧 區：23人 

將軍澳堂收集打針情況安排 
為配合政府「疫苗通行證」於 5 月 31 日起必須於宗教聚會場所完成第 

三針之要求，於學校內聚會之教會於主日崇拜期間更不獲豁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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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將收集閣下的個人資料，作為與你通訊、籌募、推廣活動及收集意

見之用途。本堂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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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k2MfkwH5eJmjnWA 或 

請掃瞄二維碼填寫資料，以方便同工跟進。 

 

5月 22日 黃燕薇姊妹、丘華國弟兄、柯延適弟兄、劉卓慧女士、

黎銀嬌女士 

https://forms.gle/ohk2MfkwH5eJmjn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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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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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 導 團：梁美琼、張惠琼、蘇美蘭、黃淑聰、梁進傑、方志偉、杜珮瑩、 

     林 霞、傅彩英、霍冠廷、廖詠賢 

插 花 員：張佩儀 

敬拜小組：陳志偉、林俊文、賴頴豪、岑潔怡、李嘉惠、陳偉中、何志銘、 

藍頌施、林德琪 

直 播 員：繆旭倫 

下主日（6 月 5 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  席：阮鳳儀姊妹              敬   拜：白穎文姊妹 

講  員：余勝意牧師                   讀 經 員：侯煒基弟兄 

領 導 團：朱閔如、杜珮瑩、阮洛希、曾洛煥、傅彩英、馬燕玲、卓奐廷、 

勞國雄、廖詠賢、劉景耀、廖嘉怡、勞緯洛 

插 花 員：劉寶珠 

敬拜小組：郭詩韻、林德琪、鄒宜倩、霍冠廷、朱少奇、林健聰、黃子維、 

張惠萍 

直 播 員：蕭俊熹 

將軍澳循道衞理幼稚園 
誠聘全職行政助理 

須認同本會辦學理念，持 LCC(II)會計資歷，良好電腦應用知識 

和操作，需獨立處理學校帳目、跟進各項收費和記錄、採購物品及資 

產點存、接待家長、處理新生報名和一般行政工作等，具相關幼稚園 

行政工作經驗優先，於 2022 年 8 月中到任。 

應徵者請具申請函件及履歷，於 2022 年 6 月 19 日前電郵至 

tkomkg.recruit@gmail.com，合則約見。 

(申請人所提供之資料將予保密及只作招聘有關職位用途) 

日期 主題 經文 

6 月 5 日 在聖靈中宣講上帝的大能 徒 2:1-21 約 14:8-17, 25-27 羅 8:14-17 

6 月 12 日 在軟弱中宣講上帝的醫治 王上 19:1-15 上 路 8:26-39 加 3:23-29 

6 月 19 日 在真理中宣講上帝的恩典 箴 8:1-4, 22-31 約 16:12-15 羅 5:1-5 

6 月 26 日 在自由中宣講上帝的憐憫 王下 2:1-2, 6-14 路 9:51-62 加 5:1,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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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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及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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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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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及線上） 

4 月 24 日至 6 月 19 日 

（主日崇拜後，上午 11:30） 
關耀興弟兄 

歷史文化旅程— 

傳統學習 

聖經正讀與信仰實踐—

（線上遊） 

4 月 2-30 日（禮拜六晚上） 

~ 旅程已完成 ~ 
關瑞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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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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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及青少年崇拜聚會將按中學、小學及幼兒園分階段復課後陸續安排恢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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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軍澳堂 18 週年堂慶活動 

家．多一張相  

7 月 3 日（主日）為本堂 18 週年堂慶，  

唯受到社交距離措拖限制，今年未必有  

如以往般拍攝全教會大合照。不過，我  

們特意邀約了攝影師到教會為大家拍攝  

靚靚溫馨家庭照，鼓勵大家邀請家人一  

同參與拍攝，當然也可以屬靈的家—團  

契小組為單位，留下美好回憶～  

拍攝時間如下：  

A.  5 月 21 日（六）下午 2:30 至 4:30 

〔建議未能參與主日崇拜者選此項〕  

B.  5 月 22 日（主日）上午 11:30 至下午 4:30 

C.  5 月 29 日（主日）上午 11:30 至下午 4:30 

備註：  

-  為節省大家輪候時間，參與是次活動須預先點

擊 https:/ /calendly.com/tkomc18th/5mins  或  

掃瞄二維碼作登記預約時間。  

-  每節拍攝為 5 分鐘，建議參加者提早 5-10 分鐘到場作準備，  

逾時不候。  

-  於  一樓禮堂  拍攝家庭照後，歡迎大家移步至地下顯恩堂及

演藝廳拍攝不同場景及風格的合照。  

-  是次活動所拍攝的照片，將會於堂慶當日派發，相片亦有機會

用作堂慶短片製作。  

-  如有任何查詢，可與同工聯絡。  

   如未能參與是次拍攝活動的教友，也誠邀大家發送一張家庭照

到教會電郵 tkomc2004@gmail .com 或 WhatsApp（ 6373 5953）  

並留下中文姓名及特別註明為「 18 週年家庭照」。  

   請於 6 月 12 日（主日）前發送照片，以便教會製作全體相。  

過了限期，相片將用作教會的個人資料更新，但就不能趕及在  

周年紀念全體相內展示。  

最後今天 

https://calendly.com/tkomc18th/5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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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 2022/23 年度《門徒》課程或「基督裏的良伴」學員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基礎，竭力進到成熟的地步。(希伯來書 6:1 上) 

 

  親愛的弟兄姊妹，做基督徒是一個一生的功課，我們必須不斷努力才能成

長。教會為栽培不同性格、不同需要的弟兄姊妹，提供了不同的學習課程，希

望弟兄姊妹能好好把握： 

 

一． 《門徒》課程（詳情請閱第十三頁） 

1.1 分為紅、綠、紫、金四色，對象分別為 

～紅色（洗禮兩年或以上） 

～綠色（修畢紅色兩年或以上） 

～紫色（修畢綠色一年或以上） 

～金色（修畢紫色一年或以上） 

1.2 於 7 月中至翌年 5 月中期間舉行 

1.3 每週一次聚會，時間為兩個半小時。 

1.4 以分階段方式對聖經進行深入研讀：紅色完成後對《聖經》有七成認 

    識；綠色深入研讀《創世記》、《出埃及記》、《路加福音》及《使徒行 

    傳》；紫色深入研讀《先知書》及《保羅書信》；金色探入研讀《聖卷》、 

   《智慧文學》、《約翰書信》、《雅各書》、《猶大書》及《啟示錄》。 

 

二． 「基督裏的良伴」（詳情請閱第十四頁） 

2.1 本堂會友並完成紅色《門徒訓練》或《三年神學課程》或相關資歷 

2.2 有靈修習慣者優先 

2.3 於八月初至五月中期間舉行 

2.4 每週一次聚會，逢禮拜三或禮拜四晚上 7:30-9:30 

2.5 學習以多種不同的屬靈操練方式建立個人屬靈生命及屬靈伙伴 

 

所有課程截止報名日期：7 月 4 日（禮拜一） 

面見及講解會：7 月 10 日（主日崇拜後）*參加者必須出席 

 

    盼望弟兄姊妹能把握學習成長的機會，選擇合適個人興趣及成長需要之課程，

如有查詢，可與任何一位教牧同工聯絡。 

 



一三 

 

《門徒》課程 

本堂招募 2022/23 年度學員 

課程目的： 

透過有深度、有規律的研讀聖經，培養出愛主愛人

堅強的基督徒領袖  

1. 基礎課程（紅色）「研讀聖經．作主門徒」 

資格：已受洗兩年或以上的本會會友，願意委身，渴慕真道。有事奉經驗者 

優先。 

內容：34 課研讀整本聖經約七成 

2. 進深課程（綠色）「扎根真道．深入世界」 

資格：修畢《門徒》基礎課程（紅色）兩年或以上，並積極參與事奉者。 

內容：32 課深入研讀創世記、出埃及記、路加福音及使徒行傳  

3. 進深課程（紫色）「緊記你們是誰」   

資格：修畢《門徒》進深課程（綠色）一年或以上，並積極參與事奉者。 

內容：32 課深入研讀先知書及保羅書信  

4. 進深課程（金色）「在生命樹下」 

資格：修畢《門徒》進深課程（紫色）一年或以上，並積極參與事奉者。 

內容：32 課深入研讀聖卷及智慧文學、約翰福音、約翰壹、貳、叁書、 

雅各書、猶大書和啟示錄  

本堂的開課日期： 

上課日期：2022 年 7 月中至 2023 年 5 月中旬（每週上課兩小時三十分鐘） 

• 具體上課日子，將於完成收生後協商安排。 

• 如開班人數不足，將會協調其他堂會合併開班。預計金色和紫色進深課程

將會與其他堂會合併開班。面見和獻心會日期、導師安排、上課日期和地

點亦會有所改動。 

學員要求：  

1. 必須出席 7 月 10 日（主日崇拜後）面見及講解會 

2. 必須出席 7 月的獻心會（確實時間將於稍後通知） 

3. 必須出席所有課堂及 2023 年 4 月至 5 月舉行之兩日一夜畢業退修營  

4. 願意準時出席並積極參與每週小組研習及分享  

5. 認真備課、深入研經、敞開自己、每天用最少半小時或以上研讀聖經及撰

寫筆記。 

費  用：課本費用每人大約港幣$180，畢業營費用大約港幣$600。 

報  名：請向同工索取報名表，或填寫網上表格：

( https://forms.gle/gyawZfZXVo5UrxTe6) 

如有查詢可與教牧同工聯絡。截止報名日期：7 月 4 日（禮拜一） 

https://forms.gle/gyawZfZXVo5UrxTe6


一四 

 

「基督裏的良伴」靈命塑造訓練課程 

本堂招募 2022/23 年度學員 

目    的：  

1. 學習多種屬靈操練，包括靈閱、默想

禱告、靈裏分辨等。 

2. 建立靈裏的良伴關係  

3. 進入屬靈導引的生活  

形    式：  

1. 每週一次兩小時進深學習（小組形式進行）  

2. 每日最少三十分鐘個人操練（包括一篇導讀文章及五天作業）  

3. 結業營會  

上課日期：2022 年 8 月初至 2023 年 5 月中（逢禮拜三及四）晚上 7:30-9:30 

  每週上課約兩小時；最後一課為兩日一夜營會（營會時間地點待定） 

上課地點：將軍澳堂 

導    師：曾美娟牧師 

參加資格︰  

1. 將軍澳堂會友；  

2. 正積極考慮參與教會事奉；  

3. 完成以下其中一項︰  

- 修畢紅色《門徒》；或  

- 修畢本會舉辦之信徒三年神學課程  

學員要求︰  

1. 必須出席 7 月 10 日（主日崇拜後）面見及講解會 

2. 必須每天以指定作業進行個人靈修操練，並記錄個人閱讀和每日作業的

情況，寫下心得、禱告和各種問題，以供複習和每週小組聚會參考 

3. 必須出席每週聚會及兩日一夜結業營會 

4. 真誠進行個人操練，帶著全情投入及開放的心學習和分享。 

5. 務必遵守小組分享原則  

費    用：大約港幣$500（包括學員手冊及材料），營會費用大約港幣$600， 

          另行繳付 

報    名：請向同工索取報名表，填妥後交予同工；或填寫網上表格：

( https://forms.gle/gyawZfZXVo5UrxTe6) 

如有查詢可與教牧同工聯絡。截止報名日期：7 月 4 日（禮拜一） 

https://forms.gle/gyawZfZXVo5UrxTe6


一五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將軍澳堂  
信仰栽培組主辦  

第八屆「與主同行廿一天」靈修課程 

課程透過簡單的工具和操練技巧，藉著每天的實踐操練，讓學員與導師

一同經歷每天與主耶穌一起同行，過一個非一般的 21天屬靈之旅。 

日期：2022年 6月 10日、17日、24日及 7月 8日（合共 4個星期五） 

時間：晚上 7:30–9:00 

地點：地下顯恩堂（康樂室）或視象會議進行（若疫情影響未能實體舉行） 

導師：信仰栽培組成員 

對象：1. 想了解靈修是什麼者 

  2. 渴慕改善靈修生活者 

  3. 準備報洗禮預備班者 

備註：凡希望於本堂接受成人洗禮、堅信禮者，在參加洗禮 

      預備班之前必須完成此課程。 

截止報名日期：2022年 6月 5日（星期日） 

報名：請填妥網上表格 https://forms.gle/HQcpkLEQxJFjb7nN6 

查詢：羅淑華姊妹或余勝意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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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9 日  2022 年 6 月 5 日  

講員  
本會國際禮拜堂  
許向一宣教師  

本會前會長  
循道衞理佈道團團長  

李炳光牧師  

講題  當信主耶穌  上主之靈，懇求降我心。  

經文  徒 16:16-34  

徒 2:1-21  

約 14:8-17,  25-27  

羅 8: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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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HQcpkLEQxJFjb7n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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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議會主日紀念品 

今年總議會主日之紀念品為

印有本會會徽、ASTM Level 

3 之口罩，於總議會主日崇

拜中送贈弟兄姊妹，並備有

少量成人（175mm）及中童

（145mm）呎吋以供選購，

售價為$5 一個／$20 五個。請向所屬堂會購買，售完即止。 

新書出版  

《愛與恩典》第二冊  

  林崇智牧師最新著作，本書

不單着重歷史研究，如拼圖般一

塊 一 塊 拼 出 循 道 衞 理 復 興 運 動

發軔以來之歷史圖像，幫助本宗

會 友 能 深 入 認 識 自 身 傳 統 特

色，更努力將其中的意義活用於

今天處境之中，帶出衞斯理信仰

之美好精神，豐富本宗信徒之信

念反省及靈性成長，進而在日常

生 活 中 體 現 基 督 門 徒 之 召 命 及

踐信於行。  

 

本書原價港幣 70 元，現以優惠價港幣 50 元，歡迎弟兄姊妹

向所屬堂會查詢購買。如有垂詢，請致電 2528 0186 或 3725 4527

與本會出版編輯徐瑞華姊妹聯絡。  



一八 

 

本會海外宣教委員會屬下  

海外宣教推廣教育小組主辦  

 

《挑戰視野：普世宣教展望》課程 2022 
 

從聖經基礎、宣教歷史、跨越文化、宣教策略及兒童宣教教育  

探討普世宣教之展望和實踐，並認識本會海外宣教之歷史及發展。  

 

日期： 2022 年 8 月 2、 9、 16、 23、 30 日（禮拜二）共五堂  

時間： 7:30-9:30pm 

地點：本會香港堂 505 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6 號）  

內容：  

課堂  主題  導師  

第 1 堂  聖經基礎  姚偉雄先生  

第 2 堂  差傳歷史  梁開健先生  

第 3 堂  跨文化宣教  岑禹勤牧師  

第 4 堂  宣教策略  姚偉雄先生  

第 5 堂  探索兒童宣教教育  黃燕華女士  

【註：本課程所有導師為獲得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檢定教師資格之本會同工及信徒】  

 

對象：有志認識及關心海外宣教之十六歲或以上本會信徒  

費用：每位 $100（包括教材）  

報名： https:// forms.g le /UZHZWYA9db8gZdkf8  

截止： 2022 年 6 月 26 日（主日）  

 

查詢請致電 2528 0186 總議會辦事處  

電郵：aes.omcom@methodist.org.hk  

 

 

 
網上報名表 

https://forms.gle/UZHZWYA9db8gZdkf8


一九 

 

本會宣教牧養委員會屬下  

聖樂事工執行委員會主辦  

 

詩歌創作經驗分享會  

啟發喜歡音樂的你開展創作旅程！  
 

日   期： 2022 年 6 月 21 日（禮拜二）  

時   間：下午 8 時 30 分  

地   點：Zoom 視像形式進行（會議室資料稍後以電郵發放）  

對   象：對歌曲創作有興趣之本會會友   

講   員：古丹青博士【崇拜研習及音樂導師，美國韋柏崇拜

研究學院崇拜學博士，中國神學研究

院基督教研究碩士。現為詩歌創作及

製作人、司琴及敬拜樂隊訓練導師，

並監製多張基督教唱片。】  

   何威廉先生【詩歌及音樂創作人、中國神學研究院   

   基督教研究碩士（主修基督教與文化）、敬拜樂隊  

   訓練導師、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HKACM）  

   樂隊成員。】  

費   用：全免  

報名方法：請掃瞄二維碼填寫網上報名表  

截止報名： 2022 年 6 月 13 日（禮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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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會宣教牧養委員會屬下  

歷奇福音事工執行委員會主辦  

「蛟遊」 
//凝聚喜愛山野活動之弟兄姊妹，在大自然中探索並分享信仰// 

 

日  期：2022年 6月 26日（主日） 

時  間：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集合地點：東鐵大埔墟站 

解散地點︰烏蛟騰 

路  線︰烏蛟騰→蛤塘→荔枝窩→三椏村→三椏涌→上苗田→烏蛟騰 

【全長 12公里／難度★】 

行程亮點：欣賞沿途自然美景及認識保育文化工作等 

對  象：本會年滿 18歲弟兄姊妹 

費  用：免費【參加者需自付東鐵大埔墟站往烏蚊騰之車費】 

名  額：20人 

報名方法︰透過 https://forms.gle/8RSXDU9MNh83gNJEA或掃描二維

碼填寫網上報名表 

截止日期：2022年 6月 20日（禮拜一） 

備  註︰ａ）參與前必須了解自己身體狀況。 
  ｂ）請自備午餐、零食及約 1.5L食水。 
  ｃ）宜用背囊、穿著行山鞋、長褲、風褸及帶備足夠保暖 
     衣物。 
  ｄ）活動或因應疫情或限聚令而有所調動，敬請留意電郵 
      通知。 

 

查詢請致電本會總議會辦事處黎凱婷女士（3725 4533）或 

許曼芝女士（3725 4531） 



二一 

 

 

「西北的呼喚  心靈的觸動」  

洪水橋宣教遠象祈禱會(十四) 

凝聚建立洪水橋宣教團隊 

「我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我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以賽亞書  6:8 

 

因疫情放緩，是次祈禱會將在安素堂實體舉行，一方面我們希望聯繫更多堂

會的弟兄姐妹，瞭解洪水橋社區的需要，並看見這個福音廣傳的契機，

願意委身投入；另方面，這次祈禱會我們特別邀請一直有關心這宣

教異象，並有心志回應的弟兄姐妹一起來參加，讓我們開始建立

一個洪水橋宣教團隊。祈禱會詳

情如下—— 

日期：2022 年 5 月 29 日（今主日） 

時間：下午 3:00-5:00 

地點：安素堂（油麻地窩打老道 54 號） 

內容：安素堂帶領敬拜、晶晶中英文幼稚園 

張翠珊校長分享「恩典的印證和未來合作的展望」、簡介宣教事工進 

      展、為建立洪水橋宣教團隊祈禱等。 

報名：請於 5 月 26 日中午 12 時前登入

https://bit.ly/3samMt4 或 

掃描二維碼填寫網上報名表  

 

 

歡迎即場報名 

file://///servera/mchk/Admin/bulletin/B2022/登入https:/bit.ly/3samMt4%20或
file://///servera/mchk/Admin/bulletin/B2022/登入https:/bit.ly/3samMt4%20或
file://///servera/mchk/Admin/bulletin/B2022/登入https:/bit.ly/3samMt4%20或


二二 

 

 

講道筆記       曾美娟牧師     日期：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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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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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5 詩歌、分享、祈禱 

迦密團契 (家庭) 第四個主日下午 1:30 地下康樂室 06/26 性格分析 

伉儷團契 (夫婦) 第四個週六晚上 8:00 地下顯恩堂 06/25 待定 

迦南團契 (在職) 第一至三個週五晚上 7:45 地下顯恩堂 06/10 生命起跑線 

華語團契 第四個主日上午 11:30 一樓 2E 課室 06/25 醫治與釋放 

尊貴器皿 (女士) 逢週四上午 10:00 地下顯恩堂 06/02 這是一個甚麼世代 

約瑟組 (男士) 第一、三個週四晚上 7:30 地下顯恩堂 06/02 查經：出埃及記 

但以理小組 (女士) 第二、三個主日下午 1:00 Zoom 線上 06/12 生日會 

五餅二魚小組 (在職) 第一、三個主日上午 11:45 三樓活動室 06/05 查經 

提阿非羅小組 (在職) 第一、三個週二晚上 7:30 Zoom 線上 06/07 書籍分享 

約伯家 (在職) 逢週二晚上 7:30 Meet 線上 05/31 《信仰是/不是這樣》 

路得家 (在職) 逢主日下午 1:30 一樓 3B 課室 05/29 活動週 

施洗約翰家 (在職) 第一、三個週五晚上 7:30 一樓 2B 課室 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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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5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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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5 家庭 

摩西家 (大專) 逢主日早上 11:45 一樓 2F 06/05 小組分享 

約拿家 (大專至在職) 週六晚上 7:45 外出 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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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5  

生命教育 (P1-P2) 逢主日上午 9:30 三樓 305 06/05 生命教育 

Awana T&T (P3-P6) 逢主日上午 9:30 三樓 5C 至 5E 06/05 主日學 

幼兒牧區 Kids Zone 

親子活動＋ABC (K1-K3) 逢主日上午 10:00 地下康樂室 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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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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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康樂室 06/05 暫停 

將循家長天地 第三個週五上午 10:00 Zoom 線上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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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9 第二聖殿的 

榮辱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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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5 日 — 聖靈降臨主日  中國主日） 

主題：在聖靈中宣講上帝的大能 

經文：徒 2:1-21   約 14:8-17, 25-27   羅 8: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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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勝意牧師 講員：陳淑琳宣教師 



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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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幹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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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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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