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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強做工‧主必同在 

趙秀娟牧師（禧恩堂）  

今主日舊約經課哈該書二章的背景是聖殿重建工程展開之後十六年，百姓

因着困難而停工，耶和華興起先知哈該勉勵百姓。 

聖殿，對以色列人來說，是整個民族的信仰核心，代表上帝的同在。公元

前 586 年聖殿被毀，以色列人被擄到巴比倫，對百姓來說不只是國破家亡那麼

簡單，而是整個信仰都受到動搖，百姓覺得上帝離棄他們。後來波斯王朝興起

傾覆巴比倫，讓百姓返回耶路撒冷，還要支持給他們重建聖殿。公元前 536 年，

聖殿重建工程展開，不過開始了不久，因着一些原因而停了下來，一停就停了

十多年。於是耶和華就興起先知哈該勉勵百姓重建聖殿，重申上帝並沒有離開

他們。耶和華吩咐先知哈該向當時的地方官員猶大省長所羅巴伯、宗教領袖大

祭司約書亞，以及所有百姓說話，每一個對象都勉勵「你當剛強」（該 2:4）。為

甚麼呢？有甚麼令他們懼怕？原來重建聖殿一開始是先重建祭壇，然後建聖

殿，最後建城牆。他們剛剛重建好祭壇，恢復敬拜生活，之後就開始建立聖殿

的根基，這一班信仰再起步的群體，想下一步建殿之時，卻遭到阻撓。當時有

人假意提出要一起幫手重建聖殿（拉 4:1-5），其實目的是監視他們的動靜，防

止耶路撒冷過度強盛，恐怕他們會作反，可以想像到百姓心裏會有懷疑，會有

懼怕─ ─ 究竟耶和華是不是與我們同在呢？是的話為何會有阻滯？ 

百姓的處境何嘗不是我們的寫照？這幾年因着疫情教會聚會受到限制，甚

至有些時間連現場崇拜都要暫停，現在教會現場聚會恢復了好一段日子，下一

步要重建「聖殿」了。當然我們不是重建建築物，而是重建我們這個信仰群體，

但我們感到困難重重，社會氣氛的變化、經濟下滑、移民潮等等，弟兄姊妹可

能已經離開教會、離開香港，同工和事奉人員短缺、奉獻減少……我們可能會

問：我們真的可以再次起來嗎？上帝你在哪兒？ 

面對種種困難，耶和華勉勵百姓要剛強，強調他與百姓同在，他的靈是住

在他們中間（該 2:5），這是是照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時耶和華與他們立約的話。

哈該在這裏提醒百姓要記得耶和華的話，耶和華沒有離開過他們，就算他們認

為聖殿被毀就代表耶和華不與他們同在，其實耶和華仍在他們中間。哈該叫百

姓當剛強做工（該 2:4），「做工」這個詞是帶有命令的意味，百姓要經歷耶和華

的真實、經驗他的同在？就是要踏出信心的一步，就算在困難中仍然建殿。可

以見到重建聖殿是經歷上帝應許和同在的歷程。 

願昔日耶和華藉哈該說的話成為我們的勉勵，縱然有許多的問題、困難，

謹記上帝與我們同在，只管遵從吩咐剛強做工，我們必會看見上帝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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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時    間：上午十時               

主  席：阮鳳儀姊妹           敬    拜：林健聰弟兄 

講  員：關瑞文義務教士         讀 經 員：梁瑞琼姊妹 

（請關掉手提電話以及任何響鬧裝置） 

宣召．．．．．．．．．．．．．．．．．．．．．．．．．．主席 

耶和華一切所行的，無不公義，一切所做的，都有慈愛。耶和華臨近凡 

求告他的，臨近所有誠心求告他的人。 

                                        （詩篇 145篇 17-18節） 

詩歌敬拜．．．．．．．．．．．．．．．．．．．．．敬拜小組 

【萬有都歸給祢】 
曲詞：張樺   編曲：潘盈慧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版權所有） 

祢是榮耀  至美尊崇  萬有都歸於祢名下 

配受傳頌 至偉至聖尊貴  願讚揚 獨有主美善的真諦 

齊向祢舉手傳揚  神的犧牲與十架 

同頌祢深厚大愛  竟為我披戴荊棘冠冕 

原是祢恩典降臨  眾山海都震撼呼應 

讓我靈 為祢歌  獻奉至誠頌讚 到萬世 

【呼求耶穌】 
曲詞：魏進良   編曲：文善、子樂   （OneWay Music 版權所有） 

求主加倍充滿我心  求主加倍釋放生命 

願祢復興來臨  燃燒靈魂  來讓我多一點愛火 

求主加倍充滿我心  求主加倍釋放生命 

為祢盡得靈魂  興起全民  投入祢國度全心獻 

祈求主讓我心更愛靈魂  成就祢的心意  令我更堅穩 

祈求主讓我可作祢僕人  燃盡我的所有  求主愛盛載 

呼求耶穌  呼求耶穌  請再度熾熱我  在靈裡宣告 

呼求耶穌  呼求耶穌  請祢用愛來充滿我心 

請祢釋放  豐富  我裡面情義 

請祢釋放  豐富  我裡面情義（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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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祢預備】 
曲詞：Matches Mak   編曲：Cephas Shek   （Milk&Honey Worship 版權所有） 

願  我將擁有都給祢  願我將所有都歸祢 

主威榮奇妙  讚頌詩篇  我要每日發聲 

願  我的手時刻給祢  願我的腿有力為祢  

重回軌跡渴望見祢  願背起十架跟祢  

是為祢預備  呈奉真心  是為祢預備  縱然艱辛  

踏上這路途  願祢走近  是祢話語吸引我心  

是為祢預備  呈奉真心  是為祢預備  期待更新  

在這空間裡  萬有歸祢  願祢悅納我眾甘心  呈奉的獻祭  

每日每夜  甘心樂意  獻盡心思意念  

每步每步  祢靈必不撇下我  熾熱我心  可更像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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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機會‧服事上帝．．．．．．．．．眾坐 

 哈該書 2章 1-9節．．．．．．．．．．．．．．．．．．．（舊約 1427頁） 

 路加福音 20章 27-38節．．．．．．．．．．．．．．．．（新約 0126頁） 

 帖撒羅尼迦後書 2章 1-5；13-17節．．．．．．．．．．．（新約 0319頁） 

講道．．．．講題：不要活像猶如不信復活的人．．關瑞文義務教士 

 （經文：路加福音 20章 27-38節） 

回應詩歌．．．．．．【是為祢預備】．．．．．．．．．．眾坐 

曲詞：Matches Mak   編曲：Cephas Shek   （Milk&Honey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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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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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祝平安．．．．．．．．．．．．．．．．．．．．．．．眾坐 

家事分享．．．．．．．．．．．．．．．．．．．．劉建良牧師 

祝福．．．．．．．．．．．．．．．．．．．．．．．劉建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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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inyurl.com/TKOMC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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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朋友導賞團 

   日期：2022年 11月 6日（今主日） 

   時間：崇拜後約上午 11:45至下午 12:45 

   地點：地下顯恩堂 

   內容：介紹將軍澳堂不同聚會、架構及設施、分組交流等。 

   歡迎各位新朋友參加，以對將軍澳堂有更多認識！ 

3. 教友消息 
   本堂會友王心兒姊妹與劉德榮弟兄於 11月 1日（二）舉行結婚典禮，願 

   主賜福新婚夫婦。 

4. 2022 年堂區議會 
   本年度第六次堂區議會將於 11月 13日（下主日）下午 2:00於一樓禮堂 

   舉行，請各位堂區領袖預留時間出席。 

5. 成年牧區 
   《一路瞳行》電影放映及分享會 

   請各位已購票的弟兄姊妹 攜同換票證 於 11 月 20 日（主日）崇拜後於 

   禮堂後方 換領正式電影門票 ；如當日未能出席崇拜者，請於當日下午 

   2:30至 2:45於 EMax地下星影匯旁向陳淑琳宣教師換領。如有查詢，可 

   與區長陳志偉弟兄或陳淑琳宣教師聯絡。 

6. 信仰栽培組 
   a. 福音班維持現場及 Zoom同步進行，詳情請參閱下表。 

http://www.tinyurl.com/TKOMC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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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班（密碼：01） 

Zoom ID：698 706 5395 
上午 11:45 二樓 6A課室 陳永堅弟兄 

   b. 第四季屬靈旅程之內容及旅程時間，請參閱下表。 

特色旅程 行程安排 旅程日期 導遊 

第一團： 

神話之旅— 

聖經學習 

一步一步學新約： 

路加福音 

（二樓 6B 課室） 

10 月 2 日至 12 月 18 日 

（主日，共 12 堂） 

上午 11:45 至下午 1:00 

羅淑華姊妹 

何麗玲姊妹 

陳偉中弟兄 

第二團： 

神話之旅— 

聖經學習 

解構馬可福音 

（線上遊） 

10 月 15 日、29 日、11 月 5

日、12 日（禮拜六，共 4 堂） 

10 月 22 日暫停 

晚上 8:00-9:30 

劉建良牧師 

第三團： 

信仰深度遊— 

經驗學習 

靈修—認識、體驗 

（線上遊） 

11 月 19 日至 12 月 17 日 

（禮拜六，共 4 堂） 

11 月 26 日 暫停 
晚上 8:30-10:00 

陳贊科 

義務教士 

第四團： 

信仰深度遊— 

經驗學習 

病患中的心靈關懷 

（線上遊）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0 日 

（禮拜四，共 4 堂） 

晚上 8:00-9:30 

周頌堯院牧 

7. 宣教佈道組 
   收割節感恩主日食物呈獻 

   11 月 20 日（主日）為收割節感恩主日，為紀念上主供應並為此感恩， 

   本堂由 10 月 30 日（主日）至 11 月 19 日期間將收集可存放的食物，例 

   如：罐頭、粉麵、餅乾、麥皮、白米等，歡迎弟兄姊妹將捐獻之食物交 

   往教會辦公室募集，食物會於收割節感恩主日奉獻在主聖壇前。所有呈 

   獻的食物，將奉獻予基督教巴拿巴及基督教得生團契。如有查詢，可與 

   陳瑞珠姊妹或賴季汶宣教師聯絡。 

8. 新朋友 
   歡迎新朋友：黃斯華、蕭志明、張天慧及許櫨丹蒞臨參與主日崇拜，誠 

   邀繼續赴會，一同經歷主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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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人 

直播 70部裝置觀看 

奉獻總額：32,740.70元 

青少年崇拜：外出聚會 

兒 童 牧 區：85人 

幼 兒 牧 區：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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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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閔如、勞國雄、彭惠蘭、劉景耀、陳淑敏、鄧詠恩、黎志剛、 

          梁瑞琼、謝潔萍 

插 花 員：鍾穗明 

敬拜小組：郭詩韻、陳志偉、梅靖康、霍冠廷、鄒宜倩、朱少奇、黃婷嫣、 

          藍頌施、張惠萍、黃家麗、林巧君 

直 播 員：蕭俊熹 

下主日（11 月 13 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  席：黎婉雯姊妹                      敬    拜：李嘉惠姊妹 

講  員：劉建良牧師                          讀 經 員：岑韞慧姊妹 

聖餐執事：馬明輝弟兄、陳永堅弟兄、黃瑞龍弟兄、周頌堯弟兄、吳文輝弟兄 

          陳瑞珠姊妹、麥美梅姊妹、羅淑華姊妹、張惠萍姊妹、何麗玲姊妹 

領 導 團：劉黃校、陳芷欣、杜珮瑩、傅彩英、黃淑聰、何麗雯、梁美琼、 

          鄭玉娟、謝燦林、趙惠琼、朱閔如、彭惠蘭 

插 花 員：劉寶珠 

敬拜小組：白穎文、羅耀恩、林思慧、黃婷嫣、王兆山、屈康狄、林健聰、 

          何志銘、方建漢、鄧詠恩 

直 播 員：霍冠廷、繆旭倫 

《會訊》電子版 

最新一期《會訊》主題「教會歷史與文物檔案」已派送至各堂，

電子版亦已上載本會網頁，瀏覽請至：

https://www.methodist.org.hk/publications/monthlynews/ 

或掃瞄二維碼。  

 
 

日期 主題 經文 

11 月 13 日 為主作工‧心意更新 賽 65:17-25 路 21:5-19 帖後 3:6-13 

11 月 20 日 主的國度‧滿有恩慈 耶 23:1-6 路 23:33-43 西 1:11-20 

11 月 27 日 時刻警醒‧活出召命 賽 2:1-5 太 24:36-44 羅 13:10-14 

 

https://www.methodist.org.hk/publications/monthly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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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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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豁免人士 外，所有進入學校範圍之到訪人士，必須掃描安心出行及疫苗 
   通行證。 
2. 所有到訪人士必須量度體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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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碼」（確診人士）不得進行宗教場所 
   「黃碼」［從海外地區或台灣抵港人士，當他的醫學監察尚未完結時（即抵港後第 
     三天早上九時）］均不得進入宗教場所（屬主動查核的處所）； 
   「藍碼」一般人士符合疫苗通行證要求，才能進入宗教場所。 
5. 五至十一歲兒童須滿足以下條件，方會獲視為符合接種要求： 
   a. 接種第一劑疫苗後未滿三個月（須接種第一劑疫苗三個月內接種第二劑）或 
   b. 已接種兩劑疫苗。 
有關疫苗通行證之要求可參考連結文件或掃瞄二維碼：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vp_t1_CHI.pdf）  

                                                          將軍澳堂示 

 

常務委員會 

「發展策略小組」屬下 

「網絡牧養初探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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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訂於主曆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主日）下午三時正在  

九龍油塘鯉魚門邨鯉興樓地下（鯉魚門循道衞理幼稚園內）舉行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鯉魚門堂成立十周年感恩崇拜  

 

恭請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會長  

林津牧師蒞臨證道  

 

  敬候  

敬候光臨   同頌主恩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鯉魚門堂  

主任鍾鳳霞牧師  

暨全體堂會成員      敬約  

 

*如蒙光臨，敬祈賜覆，電話三四一七  七三一零。  

*懇辭賀禮花籃，禮金撥作鯉魚門堂「十周年堂慶」感恩奉獻之用。 

九龍東聯區議會秋季會議 
九龍東聯區議會秋季會議謹定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廿八日

（禮拜一）晚上七時三十分，在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4號安素堂

一樓聖堂舉行，敬請九龍東聯區各堂代表、義務教士及宣教同工

預留時間出席，共商聖工。  

九龍東聯區義務教士會議 
九龍東聯區義務教士會議謹定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廿八日

（禮拜一）晚上六時正，在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4號安素堂地下

副堂及G04室舉行，敬請各堂總議會教牧人員及義務教士預留時

間出席，共商聖工。  

鑑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聯區將取消九龍東聯區各堂代表晚膳

之安排，敬請上述會議出席者留意。  



10 

 

講道筆記                            日期：十一月六日 

講題：不要活像猶如不信復活的人      講員：關瑞文義務教士 

經文：路加福音 20章 27-3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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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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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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 詩歌、分享、祈禱 

迦密團契 (家庭) 第四個主日下午 1:30 地下顯恩堂 11/27 親子講座 (3) 

伉儷團契 (夫婦) 第四個週六晚上 7:30 地下顯恩堂 11/26 相愛感恩 

迦南團契 (在職) 第一至三個週五晚上 7:45 外出 11/11 聚餐 

尊貴器皿 (女士) 逢週四上午 10:00 地下顯恩堂 11/10 查經—仰望上帝 

約瑟組 (男士) 第一、三個週四晚上 7:30 地下顯恩堂 11/17 分享代禱 

但以理小組 (女士) 第二、三個主日下午 1:00 三樓 305 11/13 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五餅二魚小組 (在職) 第一、三個主日上午 11:45 三樓活動室 11/20 查經 

約伯家 (在職) 逢週二晚上 7:30 Meet 線上 11/08 靈修、祈禱 

路得家 (在職) 逢主日下午 1:30 一樓 3B 課室 11/06 查經 

施洗約翰家 (在職) 逢主日上午 11:45 外出 11/06 《壞鬼釋經—舊約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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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 發掘恩賜(服事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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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 發掘恩賜(服事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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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拿家 (大專至在職) 週六晚上 7:45 外出 11/12 小組分享 

約書亞家 (在職)     

兒童牧區 Junior Zone 

聯合聚會 (P1-P6) 逢第二主日上午 9:30 三樓活動室 11/13  

生命教育 (P1-P2) 逢主日上午 9:30 三樓 305 11/13 生命教育 

Awana T&T (P3-P6) 逢主日上午 9:30 三樓 6C 至 6F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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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 唱詩、律動及聖經短片 

其他小組 

好撒瑪利亞人小組 (家庭) 第一個主日中午 12:00 地下顯恩堂 11/06 彼此代求及分享 

將循家長天地 第四個週一上午 11:00 地下顯恩堂 11/28 「一路瞳行」導演 

分享生命旅程 

主日學 

福音班 逢主日上午 11:45 二樓 6A 課室 11/06 主耶穌是世界的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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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3 日 — 聖靈降臨後第廿三主日） 

主題：為主作工 ‧ 心意更新 

經文：賽 65:17-25    路 21:5-19    帖後 3:6-13 

主日崇拜 青少年崇拜（大堂崇拜） 

時間：上午 10:00 時間：上午 10:00 

地點：一樓禮堂 地點：一樓禮堂 

講員：劉建良牧師 講員：劉建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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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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良牧師 
宣教同工：曾美娟牧師、陳淑琳宣教師、歐寳文宣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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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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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良牧師                  助理校牧：曾美娟牧師 
  電    話：2706 0770                  傳    真：2706 2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