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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聽見，就對他們說： 

「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 

我不是來召義人，而是召罪人。」 

(馬可福音 2:17) 

 

親愛的，我願你事事安寧，身體健康，  

正如你的心神安寧一樣。  

(約翰三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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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命‧使命‧遵命 

林慧儀宣教師  

神學院開課後不久，大多由第一年入讀的同學分享蒙召見證。記得一位同

學分享中提到，他被人問及奉獻甚麼給上帝，便二話不說坐在奉獻箱上，對對

方說把自己全獻給祂。其後他人生經歷了不同事情，成就了站在講壇前的他，

說「戲言」成真。  

今天的舊約和福音書經課中，有我們耳熟能詳的兩個蒙召生命，分別是撒

母耳（撒上三 1-20）和拿但業（約一 43-51）。  

聖經所記述的蒙召經過和現代所聽的很不同，就像開首談及的同學般，是

人「主觀」的意願，後經不同途徑「客觀」的引證，踏上蒙召之路。細看撒母

耳和拿但業，前者有點令人毛骨悚然——試想像睡覺中（撒上三 5、 6、 9），接

二連三聽到陌生的聲音在呼喚自己的名字，會是怎樣的一回事！後者卻以「輕

蔑」態度來描述呼召的基督；一人有一個呼召，經過不同，背後信息卻相同：

見證上主在祂的子民中工作。  

從上文下理理解撒母耳的蒙召，之前的經文是上帝對以利家審判信息的預

言（撒上二 27-36），上帝不但親自對以利說出審判信息，還藉着交託給撒母耳

的使命，把預言以利家滅亡的實現權柄賦予給他。上帝毫不諱言道出以色列的

失敗，並要藉撒母耳進行管教的工作。撒母耳即使心裏懼怕（撒上三 15）仍遵

從上主的命令而行。聖經作者這樣說：「從但到別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

耶和華立撒母耳為先知」（撒上三 20）。撒母耳從被召那刻開始，貫徹始終，一

生遵命。  

拿但業的蒙召，是個截然不同的故事，即使時代和經過都不同，然而上主

仍在工作。拿但業對基督的談論，極盡刻薄（約一 45-46），當然，事起必有因。

聖經學者 D.A. Carson 指出，當時村莊間存在競爭，即使同為猶太人，但對來自

拿撒勒的人，均存着藐視：「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嗎？」不過，故事峰迴路轉，

基督的回應令拿但業徹頭徹尾體會自己的「無知與偏執」！他改變了，以全新

的視野來認信：「你是上帝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約一 49），他以超越了自

己的狹隘來面向基督，因基督在他生命中工作。  

今天，我們都是一群被上帝呼召出來的人，這就是新約希臘文「教會

（Єκκλησία）」的含義，而上帝仍在我們身上工作，充份反映在（林前六 19-20）

「聖靈是從上帝而來，住在你們裏面的。而且你們不是屬自己的人，因為你們

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體上榮耀上帝」。來吧眾肢體，忠於使命，

一生遵命。  

 

全年主題：「建立健康教會、愛主愛人愛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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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後第二主日崇拜程序 
《為免影響崇拜程序之進行，敬請關掉所有響鬧之通訊裝置，謝謝合作。》 

 

   
  主席：鄧珮雯宣教師 司琴：潘小華姊妹 
  講員：吳進逢會吏  
 

 

 
 

宣  召  ................................................................................................  主席 
 

 

   「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  

     道的。」   (詩 139:14) 
 

 
 

唱  詩  ............... 「信徒歡欣歌」(普頌第 126首) .................  眾立同唱 

 
 

 

讀    經  ................. 主題：「上主呼召．委身事主」 .............  葉淑嫺會吏 
 

 
 

撒母耳記上 3章 1~20節 
1 那孩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事奉耶和華。在那些日子，耶和華的言語稀少，不常有
異象。2那時，以利在自己的地方睡覺；他眼目開始昏花，不能看見。3上帝的燈還
沒有熄滅，撒母耳睡在耶和華的殿內，上帝的約櫃就在那裏。4耶和華呼喚撒母耳，
撒母耳說：「我在這裏！」5 他跑到以利那裏，說：「你叫我嗎？我在這裏。」以利
說：「我沒有叫你，回去睡吧。」他就回去睡了。6耶和華又呼喚撒母耳。撒母耳起
來，到以利那裏，說：「你叫我嗎？我在這裏。」以利說：「我兒，我沒有叫你，回
去睡吧。」7那時撒母耳還未認識耶和華，耶和華的話也未曾向他啟示。8耶和華第
三次再呼喚撒母耳。撒母耳起來，到以利那裏，說：「你叫我嗎？我在這裏。」以
利才明白是耶和華呼喚這小孩。9以利對撒母耳說：「你回去睡吧。他若再叫你，你
就說：『耶和華啊，請說，僕人敬聽！』」撒母耳就回去，仍睡在原處。10耶和華來
站著，像前幾次呼喚：「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說：「請說，僕人敬聽！」11耶
和華對撒母耳說：「看哪，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凡聽見的人都必雙耳齊鳴。
12我指著以利家所說的話，到了時候，必從頭到尾應驗在以利身上。13我曾告訴他，
我必永遠懲罰他的家，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兒子作惡，褻瀆上帝，卻不禁止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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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以利家的罪孽，就是獻祭物和供物，也永不得贖。』」      

15 撒母耳睡到天亮，就開了耶和華殿的門。撒母耳害怕，不敢將異象告訴以利。     

16 以利呼喚撒母耳說：「我兒撒母耳！」撒母耳說：「我在這裏！」17 以利說：「他
對你說了甚麼話，你不要向我隱瞞。你若將他對你所說的話向我隱瞞一句，願上帝
重重懲罰你。」18 撒母耳就把一切話都告訴以利，並沒有隱瞞。以利說：「他是耶
和華，願他照他看為好的去做。」19撒母耳長大了，耶和華與他同在，使他所說的
話一句都不落空。20 從但到別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華立撒母耳為先
知。 

 
 

約翰福音 1章 43~51節 
43 又過了一天，耶穌想要往加利利去。他找到腓力，就對他說：「來跟從我！」       

44 這腓力是伯賽大人，是安得烈和彼得的同鄉。45 腓力找到拿但業，對他說：「摩
西在律法書上所寫的，和眾先知所記的那一位，我們遇見了，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
勒人耶穌。」46拿但業對他說：「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嗎？」腓力說：「你來看。」
47 耶穌看見拿但業向他走來，就論到他說：「看哪，這真是個以色列人！他心裏是
沒有詭詐的。」48拿但業對耶穌說：「你從哪裏認識我的？」耶穌回答他說：「腓力
還沒有呼喚你，你在無花果樹底下，我就看見你了。」49 拿但業回答他：「拉比！
你是上帝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50 耶穌回答他說：「因為我說在無花果樹底
下看見你，你就信嗎？你將看見比這些更大的事呢！」51 他又說：「我實實在在地
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上帝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來。」 

 
 

哥林多前書 6章 12~20節 
12「凡事我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哪一件，我都
不受它的轄制。13「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但上帝要使這兩樣都毀壞。
身體不是為淫亂，而是為主；主也是為身體。14上帝已經使主復活，也要用他自己
的能力使我們復活。15你們豈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基督的肢體嗎？我可以把基督的
肢體作為娼妓的肢體嗎？絕對不可！16你們豈不知道與娼妓苟合的，就是與她成為
一體嗎？因為主說：「二人要成為一體。」17 但與主聯合的，就是與主成為一靈。
18你們要遠避淫行。人所犯的，無論甚麼罪，都在身體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
自己的身體。19你們豈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上帝而來，住
在你們裏面的。而且你們不是屬自己的人，20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
你們的身體上榮耀上帝。 

 

唱  詩  ............ 「道路真理生命歌」(普頌第 62首) ..............  眾立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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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禱  ................................................................................................  主席 
 
 

講  道  ............................. 「相稱的人生」 ............................  吳進逢會吏 
 
 
家事報告  ......................................................................................  王玉慈牧師 

 

唱  詩  .................. 「我主我神歌」(普頌第 54 首) ..................  眾立同唱 

 

祝  福  ......................................................................................  王玉慈牧師 

 

阿 們 頌  ............................ ﹝普頌第 675 首﹞ ............................  眾立同唱 
 
 

2021第一季教會主題：建 立 活 潑 靈 命 
 

「我就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

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約翰福音 15:5) 
 

會務報告 

1. 活動及會議消息： 

a. 本堂會議日期如下，請有關成員預留時間出席： 

  1月 19日(二)     晚上 8時正  網上  堂區議會會議 

2. 其他堂務： 

a. 今主日獻花：鍾兆穎姊妹 

b. 下主日 (1月 24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鄧珮雯宣教師 講員：葉淑嫺會吏 讀經：羅應麗姊妹  

司琴：潘小華姊妹           插花︰鍾善婷宣教幹事 

崇拜錄影：吳進逢會吏 音響：李秀雲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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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斯理堂 

代  禱  事  項 
 

1. 為身體和心靈軟弱的弟兄姊妹的需要禱告，繼續為陳澤才弟兄、鍾偉英姊妹、吳志清
姊妹、郭淑珍姊妹、梁詠怡的媽媽林玉湖姊妹的康復禱告，求主保守和醫治。 

2. 為著兒童牧區的導師團隊禱告，願主賜各人有力量和智慧，有美好的團隊配搭，在事
奉中喜樂、得力。 

3. 為青少年群體的信仰生命祈禱，在滿有衝擊的生活環境下，求主幫助青少年人可以體
會信仰的真實和可貴，在困境中看見上主的恩典和帶領。 

4. 為職青群體在身心靈代禱，疫情持續下為職青們帶來生活、工作和學習的壓力。在狹
小的生活環境下和缺乏生活調劑下，很多人失去盼望。願主幫助職青們能在困境中依
靠主，回顧昔日主的帶領，重拾對上帝的信心。 

5. 繼續延長暫停面授課堂至農曆新年假，求主眷顧各家庭的關係，賜家長們有智慧和平
安能安排子女的學習，亦保守子女有學習的心。求主賜教師們能作出更靈活和妥善的
處理，幫助學生及家長們能釋除疑慮。 

6. 因應疫情而停課，求天父保守區內學童及家庭的身心靈得著平安。服務處與堂會計劃
服侍區內高小學生，關顧他們的學習及成長。求天父帶領我們物色有需要學童，同工
及弟兄姊妹間彼此互相配搭，服侍區內家庭。 

7. 為香港市民的心靈代禱，疫情下令市民減低了社交的自由，加上經濟、政治、生活前
景的擔憂令很多的人心靈都容易產生負面情緒。求主憐憫香港也幫助更多的人能在困
境中尋求幫助，也願主加添我們在冷漠的環境下具備更大的愛，關心身邊的人。 

8. 為非新冠疫情代禱。因著資訊及防疫知識落後，使南非人民的防疫意識偏低，也令到
疫情仍在爆發上升。求主憐恤他們，幫助當地政府能受惜人民的生命。 

 

  

          本堂崇拜、牧區、團契、小組及會議聚會指引 
 

    因應近日香港疫情仍不穏定，按政府公佈新一輪限聚令措施及本會牧師部指示， 

本堂安排如下： 

1. 我們鼓勵弟兄姊妹留在家裡參與本堂網上錄播或轉播崇拜。 

2. 本堂週六崇拜、兒童牧區暫停聚會，直至另行通知。 

3. 限聚令期間，本堂各牧區、團契、小組及會議暫停實體聚會。 
 

    本堂定期檢視疫情最新情況而作出調整，請大家留意與配合及遵守本堂所發出

有關新型冠狀病毒預防措施及安排的指引。由於疫情仍未穩定，呼籲各弟兄姊妹盡

量留在家中，避免群眾聚集接觸。如有曾確診或被列為密切接觸者，敬請立即通知

教會，好讓我們關心及代禱。並繼續為疫情能盡快受到控制懇切和恒切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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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亞斯理堂 

靈命栽培  

2月份課程：健康的教會 
 

    靈命栽培是為弟兄姊妹提供完整及有系統的訓練，學習不在予增加
我們頭腦上的知識，而是提升我們的屬靈生命。讓我們對教會的存在、
三結合、基督徒的生命、跟隨基督等課題有更深的了解。第一年教會以
「建立健康教會」為主題，健康的教會先要從屬靈生命開始，誠邀弟兄
姊妹參與，強壯我們成為健康又吸引人的生命： 
 

課程目的：認識、反思及如何建立健康的教會 

日期：2021 年 2 月 7 日至 2 月 28 日(逢主日) 

時間：早上 9:45-10:45 

地點：地下 2 號課室 (如不能面授，將以 Zoom 進行) 

導師：王玉慈牧師、吳進逢會吏、葉淑嫺會吏、鄧珮雯宣教師 

內容：課堂及討論 

 

 

 

 
 
 

 

  

報名及查詢：請於報名表登記或聯絡吳進逢會吏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亞斯理堂 

禱告祭壇  

第一季：『建立個人祭壇』  
 

 

「願我的禱告如香呈到你面前！願我的手舉起，如獻晚祭！」（詩 141：2） 
 

課程目的：學習如何靜默、聆聽自己及神的聲音，讓神作為生命的導引。 

課程要求：1.學習順服聖靈帶領 

          2.尋找禱伴 

          3.建立禱告群體 

日期：2021年 2月 3日至 3月 3日(逢星期三) 

時間：晚上 7:30-9:00 

地點：祈禱室 

內容：詩歌敬拜、默想經文、信息分享、彼此代禱 

導師：葉淑嫺會吏 

主題：一.  專注神同在 │ 四.  更深經歷神 

二.  聆聽神的聲音 │ 五.  如何建立禱伴 

三.  禱讀操練 
 

報名及查詢：請聯絡葉淑嫺會吏  
 

 

日期 主題 

2021 年 2 月 7 日 健康的屬靈環境 

2021 年 2 月 14 日 健康的自我形象 

2021 年 2 月 21 日 健康的態度 

2021 年 2 月 28 日 成為吸引生命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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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 循道衞理佈道團 主辦 
 

「等一個擁抱」福音電影佈道會 
 

延期通知 
 

「等一個擁抱」福音電影佈道會原訂於 2021 年 1 月 24 日舉行，現因疫情

影響，決定延期。  

好抱歉！延期日子有待戲院恢復正常運作，稍後公佈。  

邀請大家為疫情切切禱告，盼望快快止息病毒，願一切能快快恢復過來。

又求上帝大大使用這佈道事工，祝福更多未信主的朋友。  

若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725 4566 或電郵 admin@mem.hk 聯絡本團同工。  
 

 

 

MEM 循道衞理佈道團 主辦 

2021 年 1 月份 MEM 祈禱會 

（將以 Zoom 視像會議模式舉行） 

MEM 一月份祈禱會詳情如下：  

日期：2021 年 1 月 20 日（禮拜三）  

時間：晚上 7:00 - 8:00 

 

有關 Zoom 會議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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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為疫情、為 MEM 的佈道事工禱告！  

 

「在盼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羅馬書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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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2021-2022 課程現正招生，一連串活動即將舉行﹗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 (MACS)、*神道學碩士 (MDiv)、^神道學學士 (BD)、^神學碩士 (MTheol)、^

神學博士 (DTheol) 

截止報名日期：2021 年 4 月 9 日(星期五) 

*由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頒發學位 

^由崇基學院神學院頒發學位 

課程資訊網址：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admissions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MACS)課程資訊日 

本院除了培訓專職牧者，也有培訓信徒領袖。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MACS)課程正為後者而

設，旨在讓其信仰更有根有基，從而更有力在時代處境中服事教會、轉化社會、事奉上帝。 

MACS 課程乃全港獨有，著重拓闊視野，培養獨立探索及反思信仰的能力。課程有四科必修

科：基督教研究之方法與範式、新約聖經處境詮釋、希伯來（舊約）聖經處境詮釋、神學與

香港社會。 

MACS 課程主任龔立人教授將會分享本課程的特色，歡迎有興趣了解或有意報讀本課程的您

參加。因應疫情反覆，活動將會於 Zoom 進行，時間約一小時。 

第一場: 2021 年 1 月 23 日(六) 下午 3:00 

第二場: 2021 年 1 月 29 日(五) 晚上 8:30 

[有意參加者請在本表格報名，會議 ID 及密碼將於截止報名後電郵通知，敬請查閱。 

 *備註: 以上兩場課程資訊日內容相同] 

截止報名日期: 2021 年 1 月 21 日(四) 

網上報名(費用全免)：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1766196  

課程資訊日網址：http://www.theology.cuhk.edu.hk/event/InformationDay2021 

查詢：余小姐 (39434789; admissions@theology.cuhk.edu.hk) 

 

崇基神學獻心營 2021 現正接受報名 

邀請您在紛亂世代中與我們同行，同作識見僕人﹗如您想認識多點崇基學院神學院，或是正

在思考人生路向、有興趣或正在考慮讀神學或想了解本院課程，歡迎您報名參加是次營會。 

入營時間：2021 年 1 月 30 日(六)上午九時三十分  

離營時間：2021 年 1 月 30 日(六)下午五時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費用：每位港幣$100 

精彩活動內容包括校友分享、與本院老師個別約談和認識本院。   

因應疫情，營會將以日營方式舉行。此外，本院將於 2021 年 1 月 27 日或之前視乎疫情再決

定營會會否改以網上進行。   

截止報名日期：1 月 22 日(星期五)，以郵戮日期為準  

活動詳情：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tc/event/devotionalcamp2021 

查詢：馮小姐 (3943-6706; events@theology.cuhk.edu.hk )  

 

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admissions?fbclid=IwAR2cCuBXfgm_jiL46NOBqAtoWb1Xc3vQjFUXo0qcDJLTmuVkCg7mlvqgvFk
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admissions?fbclid=IwAR2cCuBXfgm_jiL46NOBqAtoWb1Xc3vQjFUXo0qcDJLTmuVkCg7mlvqgvFk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1766196
http://www.theology.cuhk.edu.hk/event/InformationDay2021
mailto:admissions@theology.cuhk.edu.hk
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tc/event/devotionalcamp2021
mailto:events@theology.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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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思想及實踐文憑  (CEF 課程編號： 37L12361-8)  

基督教思想及實踐證書 CEF 課程編號：37C12362-3)  

課程已加入持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內。本課程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架

構第 3 級）。 

本課程全年收生，歡迎主內弟兄姊妹以任何形式修讀（課程選修/旁聽方式報讀本課程之個
別科目! 

2 月入學報名截止日期：2 月 5 日 
課程詳情/表格下載：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tc/programmes/dctp 

本院學生或校友旁聽文憑課程優惠 
為鼓勵本院同學及校友持續進修，凡就讀本院全日制或兼讀制課程之學生
及校友，報名旁聽文憑/證書課程均可獲六折優惠。同學只須於報名表格內
上載本院課程之學生證/畢業證書副本，便可使用此優惠。  
旁聽網上報名：https://bit.ly/35XptlQ        
~~~~~~~~~~~~~~~~~~~~~~~~~~~~~~~~~~~~~~~~~~~~~~~~~~~~~~~~~~~~~~~~ 

近期開辦科目： 

BS406 五經文學 

舊約希伯來聖經首五卷常被稱為《摩西五經》，是舊約核心及耶穌教導之根源，亦是新 約及

基督教神學之基礎。 本課程除了研究五經經文之文學體裁、特色、結構及主題外，亦會探

討五經的公共解讀及神學意 義，並反省對我們信仰及生命的啟迪。 

講師：劉耀生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兼任教師） 

上課日期：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2021 年 5 月 3 日（逢星期一，4 月 5 日除外） 

時  間：晚上 7 時至 10 時 

地  點：香港中文大學（因受疫情影響，上課地點及安排會按情況而定。如疫情惡化，此

課程將不排除以網上教學形式進行，本院保留最終決定權。詳細安排將以電郵通知各學員。） 

旁聽費用：HK$1,800 (全科共 10 講，本院學生或校友優惠價：HK$1,080) 

旁聽報名截止日期：開課前三個工作天或額滿即止 
 

BS702 辯證與類比想像: 聖經與現代處境 

本課程批判地介紹不同倫理學與不同詮釋學如何理解聖經與現代處境，其中包括目的原

則、類比原則、反文化的見證原則、進化進路、文化相對進路、正典進路、範式進路和讀

者回應進路等，並鼓勵學員在聖靈帶領下，以創意閱讀和運用聖經。 
 

講師：：龔立人教授（本院副教授、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哲學博士） 

上課日期：2021 年 2 月 24 日至 2021 年 4 月 28 日（逢星期三） 

時  間：晚上 7 時至 10 時 

地  點：香港中文大學（因受疫情影響，上課地點及安排會按情況而定。如疫情惡化，此

課程將不排除以網上教學形式進行，本院保留最終決定權。詳細安排將以電郵通知各學員。） 

旁聽費用：HK$1,800 (全科共 10 講，本院學生或校友優惠價：HK$1,080) 

旁聽報名截止日期：開課前三個工作天或額滿即止 

~~~~~~~~~~~~~~~~~~~~~~~~~~~~~~~~~~~~~~~~~~~~~~~~~~~~~~~~~~~~~~~~ 

查詢：3943 6711 馬小姐  電郵：diploma@cuhk.edu.hk 

 
 

  

亂世尋真道 

黑暗作真光 

https://bit.ly/35XptlQ
mailto:diploma@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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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 道 筆 記  

講    員：吳進逢會吏 
講道主題：「相稱的人生」 
經    文︰撒上 3:1~20，約 1:43~51，林前 6:12~20 

 

 
   

 

   

 

   

 

   

 

   

 

   
 

 

堂主任 ：王玉慈牧師  

會吏 ：葉淑嫺會吏、吳進逢會吏 

宣教師 ：鄧珮雯姑娘 宗教主任 ：古偉霞姑娘 

宣教幹事 ：鍾善婷姑娘(長者及青少年) 神學生 ：周冠宗弟兄 

幹事 ：李秀雲姊妹、李定珠姊妹(半職) 工友 ：黃秀維姊妹(半職) 

地址 ：葵青大窩口上角街一號 電話 ：24290111 

電郵地址 ：mail@asbury-methodist.org 圖文傳真 ：24181609 

網頁 ：http://www.asbury-methodist.org 

亞斯理堂經常聚會一覽  

週六崇拜 禮拜六下午五時三十分 禮堂 1月 23日： 網上錄播 

主日崇拜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正 禮堂 1月 24日： 網上錄播 

喜樂家長天地 禮拜四上午九時正 逸葵服務中心 1月份： 暫停 

迦勒團契 禮拜五上午九時三十分 祈禱室 1月 22日： 暫停 

職青小組 隔週禮拜三下午七時三十分 祈禱室 1月份： 網上聚會 

大專及初職小組 禮拜五下午七時三十分 祈禱室 1月份： 網上聚會 

米吉多小組 禮拜六下午七時三十分 三樓活動室 1月份： 網上聚會 

TeenZone(浪子回頭組)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正 祈禱室 1月份： 網上聚會 

成青牧區 每月第二個主日崇拜後 禮堂 2月 14日： 舉行 

敬拜隊 禮拜六下午四時正 禮堂 1月 23日： 暫停 

詩班 禮拜日上午九時正 禮堂 1月 24日： 暫停 

小精兵樂園(幼稚園組) 

         (小學組)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正 三樓活動室

副堂 

1月 24日： 

 

網上聚會 

聖經學園以諾班 禮拜日上午九時十五分 副堂 1月 24日： 暫停 

靈命栽培 禮拜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 地下 2號課室 2月 7日： 健康的教會 

禱告祭壇 禮拜三下午七時三十分 祈禱室 2月 3日： 建立個人祭壇 

http://www.asbury-methodis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