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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與和平彼此相親。 

(詩篇 85:10) 

 

凡事要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 

以和平彼此聯繫，竭力保持聖靈所賜的合一。 

 (以弗所書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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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 10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主日 2021年第 41期 
 

 

以信心撇下一切 
盧嘉怡宣教師 

近幾年因社會面對不同的挑戰及疫情籠罩下，興起了香港不同的基督

徒團體創作詩歌，冀望能藉着詩歌勉勵信眾在困難中仍要信靠上帝。其中

一首我很喜歡的詩歌「放下」，歌詞提到「放下困難、創傷、苦擔」。放下

或撇下並不容易，尤其是在困境中要撇下，更是難上加難。 
 

今日選讀經文中的主角——約伯及少年財主，他們都是義人，也同樣

面對不同困境及上帝的考驗，需要「撇下」一些東西，而他們的選擇也改

變了他們的生命。 
 

馬可福音提到的少年財主，實際上他並沒有遭遇困境，他本身很富有，

耶穌要他變賣所有分給窮人，然後跟從祂。對他來說，最困難的就是要撇

下一切原本擁有的財富。而約伯則經歷着家破人亡：他失去所有財產、兒

女及健康（滿身毒瘡），甚至面對親人及朋友的嘲諷及藐視。面對考驗或苦

難，他們的態度卻大不同。少年財主因為耶穌要他撇下一切，臉就變了色，

憂憂愁愁地走了；相反約伯卻沒有因為經歷困難而放棄信仰，甚至他看不

見上帝，但他仍然選擇不去爭辯，選擇敬畏上帝。我們面對困難，通常都

會選擇逃避，怪責上帝、別人及自己，往往只定睛於困難中，以致終日愁

煩。張慕皚牧師曾於他的一篇講道中提及，「撇下」除了解作道別，亦有「主

權移交」的意思。少年財主未能把生命的主權移交給耶穌，因為他擁有的

很多；約伯撇下的不單是苦難，更把生命主權交給上帝，因他深信這些苦

難或考驗都是源自於上帝，叫他在當中學習信靠。真正的撇下，是縱然在

苦難中仍會有失意、失望、忿怒和沮喪，但我們仍然可以尋找上帝，並與

上帝對話，在當中更明白上帝的旨意。 
 

少年財主沒有撇下他視為生命中最重要的財富，約伯則以信心撇下生

命中的苦難，從約伯的故事，讓我們更了解上帝在苦難中給我們的考驗，

並學習將生命的主權交給上帝，叫我們真正能夠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寶座

前，得着憐憫、恩惠及隨時的幫助。 
 

 

 

  

全年主題：「建立健康教會、愛主愛人愛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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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崇拜程序       2021年 10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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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浩廉弟兄       講  員：鄧珮雯宣教師 

敬拜隊︰陳翊翎姊妹、葉峻瑋弟兄、李子軒弟兄、李橋偉弟兄、 

張旭丞弟兄 
 

 

敬拜讚美 ................................................  眾立 
 

 

《願你公義降臨》 
 

 

《請堅固我》 
 

 

《與祢一起》 
 

 

 

 

 

讀    經 ........ 主題：「撇下一切．全然信靠」 ......  梁潔亭姊妹 
 

 

約伯記 

 

  23 章 1~9,16~17 節 

 

舊約第 725頁 

馬可福音 

 

  10 章 17~31節 

 

新約第 69頁 

希伯來書 

 

   4章 12~16節 

 

新約第 348頁 

 

 

 

 

講  道 ............. 「你還缺少什麼？」 .......... 鄧珮雯宣教師 
 

 

 

回 應 詩 ................................................  主席 
 

 

《與祢一起》 
 

 

 

奉  獻 ................................................  眾坐 
 

 

 

家事報告 ........................................  鄧珮雯宣教師 
 

 

 

祝  福 ........................................  鄧珮雯宣教師 
（弟兄姊妹互祝平安後散會）  

 

  



3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主日崇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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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祥弟兄 司琴：潘小華姊妹 
  講員：鄧珮雯宣教師  
 

 

 

序  樂  ........... (詩班及主禮人入席) ................  眾立 
 

始 禮 頌  ............. (普頌第 625 首) ..............  眾坐同唱 
 

 

「主在聖殿中，主在聖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 
都應當肅靜，肅靜，肅靜，應當肅靜。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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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詩 90:14) 
               

唱  詩  ....... 「神同在歌」(普頌第 35首) .........  眾立同唱 
 

 
啟應禱文 .............................................  眾坐同頌 

       
      啟：你們無論甚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主的門徒。凡要得 
          着生命的，必願意喪掉失命。手扶着犂往後看的，不配進上帝的國。 
      應：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從耶穌的，也不配作主的門徒。 
      啟：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裏，人遇見了就把它藏起來，歡歡喜喜地去變賣 
          一切所有的，買這塊地。天國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遇見一顆重 
          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 
      應：求主開我們的眼睛，使我們能看見生命的價值。 
      啟：耶穌教導我們第一要緊的就是說：「以色列啊，你要聽！主我們上帝是 
          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 
      應：我們也要愛鄰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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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我們當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悅的；我們如 
          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應：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我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 
          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默  禱  ... 默禱片刻後細聲同唱「主禱文」(普頌第 649首) ....  眾坐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的名為聖。願父的國降臨。 
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 

求父今日賜給我們。又求饒恕我們的罪， 
因為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直到永遠。阿們。 
  
唱  詩  ....... 「緊靠上主歌」(普頌第 408) ........  眾立同唱 
 

 
讀    經 ........ 主題：「撇下一切．全然信靠」 ......  王慧詩姊妹 

 
約伯記 23章 1~9,16~17 節 
1 約伯回答說：2「如今我的哀告還算為悖逆；我雖唉哼，他的手仍然重重責罰我。
3惟願我知道哪裏可以尋見上帝，能到他的臺前，4我就在他面前陳明我的案件，滿
口辯訴。5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語，明白他向我所要說的。6他豈用大能與我爭辯
呢？不！他必理會我。7在那裏正直人可以與他辯論，我就必永遠脫離那審判我的。
8「看哪，我往前走，他不在那裏；往後退，也沒有察覺他。9他在左邊行事，我卻
看不見他；他轉向右邊，我也見不到他。16上帝使我喪膽，全能者使我驚惶。17但
我並非被黑暗剪除，只是幽暗遮蓋了我的臉。 
 
馬可福音 10章 17~31節 
17 耶穌剛上路的時候，有一個人跑來，跪在他面前，問他：「善良的老師，我該做
甚麼事才能承受永生？」18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善良的？除了上帝一位
之外，再沒有善良的。19 誡命你是知道的：『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
可作假見證；不可虧負人；當孝敬父母。』」20他對耶穌說：「老師，這一切我從小
都遵守了。」21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
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然後來跟從我。」22他聽見這話，臉就變了色，憂
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23 耶穌看了看周圍，對門徒說：「有錢財的人



5 

進上帝的國是何等的難哪！」24 門徒對他的話非常驚奇。耶穌又對他們說：「孩子
們，要進上帝的國是何等的難哪！25 駱駝穿過針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
26門徒就更為驚訝，彼此對問：「這樣，誰能得救呢？」27耶穌看著他們，說：「在
人不能，在上帝卻不然，因為在上帝凡事都能。」28 彼得就對他說：「看哪，我們
已經撇下一切跟從你了。」29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
或是兄弟、姊妹、父親、母親、兒女、田地，30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
兄弟、姊妹、母親、兒女、田地，並且要受迫害，在來世得永生。31然而，有許多
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 
 
希伯來書 4章 12~16節 
12上帝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鋒利，甚至魂與靈、骨節與
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13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
面前不是顯露的；萬物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我們必須向他交賬。14既然我們
有一位偉大、進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耶穌—上帝的兒子，我們應當持定所宣認的
道。15因為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在各方面受過試探，與我
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16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
得憐憫，蒙恩惠，作及時的幫助。 

 
 

祈  禱  ..............................................  主席 
 
 

獻  詩  .......... 「要禱告交託耶穌」 .................  詩班 
 

 

1. 當生命各種重擔你無法擔當，為何不禱告交託給主？（給主？） 

主要你將世上掛慮全交託祂，故當禱告交託耶穌。 

2. 當你道路崎嶇不平難以行走，為何不禱告交託給主？（給主？） 

當你被困難壓倒似亳無盼望，只要禱告交託耶穌。 

3. 當你遇見試探似乎無力抵擋，為何不禱告交託給主？（給主？） 

無論大小試探靠主總能得勝，故當禱告交託耶穌。 

副歌：將一切重擔卸給耶穌；來到救主前祈求（祈求）， 

   祂應許要垂聽你懇求；要禱告交託給耶穌。 
 

講  道 ............. 「你還缺少什麼？」 .......... 鄧珮雯宣教師 
 

 
榮 耀 頌 ............................................  眾立同唱 
 

 

但願榮耀歸與父、子、聖靈，父、子、聖靈，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以後也這樣，永無窮盡。阿們。阿們。 
 

奉  獻 ........ ( 收集獻金後眾立同唱「獻禮文」)  ...........  眾坐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家事報告 ..........................................  王玉慈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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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詩 ........ 「遵旨做工歌」(普頌第 474首) .......  眾立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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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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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讓主禮人及詩班退席，坐下默禱片刻，然後離座 ) 
 

2021 第四季教會主題：委 身 服 事 鄰 舍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鄰如己。」  

    (路加福音 10:27) 

會務報告 

1. 歡迎： 

a. 歡迎首次蒞臨崇拜之主內同道及朋友，敬請於崇拜後留步交通；並歡迎參加本

堂團契小組聚會，請與同工聯絡。 

2. 同工及教友消息：  

a. 本堂吳進逢會吏將於 10月 14-17日(四~日)前往衞理園為以馬忤斯 96(弟兄)旅作

服侍團隊，請代禱紀念。 

b. 本會以馬忤斯 95(姊妹)旅於 10 月 7~10 日(四~日)在衞理園舉行，本堂有 3 位姊
妹參與團隊服事，請代禱紀念。 

c. 本堂教友何世傑之父親何錦全弟兄於 9月 22 日主懷安息，將於 10 月 22 日(五)
假世界殯儀館 3 樓明樂堂設靈，翌日(10 月 23 日)上午 10 時 30 分舉行安息禮，
求主安慰世傑及其家人。 

3. 活動及會議消息： 

a. 本堂之成人洗禮、堅信禮及兒童寄洗及轉會禮將於聖誕主日(12 月 19 日)舉行。
如欲於今年聖誕節接受洗禮、堅信禮及轉會之弟兄姊妹請參加洗禮預備班。洗禮
預備班將於 10月 24日(主日)上午 9時 45分至 10時 45分起開始上課，合共五課。
請有意參加今期洗禮者儘快向本堂幹事索取報名表格並填寫遞交。 

b. 會議日期如下，請有關成員預留時間出席： 
 10月 26日(二)  晚上 7時 30分 三樓活動室 發展策略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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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堂務： 

a. 有關政府宣佈有條件放寬宗教聚會人數，若三分之二參與者已接種一針疫苗，
容納量可進一步放寬至 100%。經過詢問及回應，我們接種疫苗的情況已達至三
分之二人數，今主日將會全面恢復崇拜。 

b. 本堂牙科對出走廊天花位置有待進一步維修，為確保安全，該位置通往操場之
玻璃門將暫停使用，直至維修工作完成，請代禱紀念。  

c. 今主日獻花：王桂芬姊妹及家人 
d. 下週六 (10月 16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黃家豪弟兄 講員：湯建聰義務宣教師 讀經：梁善淋姊妹        

  招待︰劉偉鴻弟兄、易嘉倩姊妹 鳴鐘︰陳文鋒弟兄 音響︰李子軒弟兄 

e. 下週六 (10月 23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伍浩廉弟兄 講員：葉淑嫺會吏 讀經：郭思敏姊妹        

  招待︰劉家裕姊妹、葉家琪姊妹 鳴鐘︰梁家裕弟兄 音響︰葉俊康弟兄 

f. 下主日 (10月 24日)聖樂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蔡文恩弟兄 講員：葉淑嫺會吏 讀經：曾慧萍姊妹 

 司琴：譚穎心姊妹 音響：林偉倫弟兄 插花︰鄒潔雯姊妹 

 招待：羅應麗姊妹、王紹君弟兄、林彩玉姊妹、朱紀雲姊妹、張豪妮姊妹、 

       羅志明弟兄、蘇志輝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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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移居英國、美國的弟兄姊妹禱
告，求主保守。 

2. 為兒童牧區的兒童及導師禱告，讓他們在學習上有更多進深，在生活中更深經
歷神。願導師們在繁忙生活和事奉中，讓主賜他們力量和智慧。 

3. 為青少年的網上學習代禱，在開課後學校積極推動網上學習，同學們接觸網上
資訊也比以往更多。願主保守這一代青少年人，讓他們能夠在充滿誘惑的互聯
網仍能自潔，建立對學習和生命的熱誠。 

4. 求上主轉化職青群體的生命，使他們能找到自己的身份及召命，在職場上見證
基督。在這紛亂的時代能堅守信仰，待人處事上能以基督的心為心。 

5. 為9-12月進行長者啟發的進行禱告。求主為長者們預備心靈，使用今屆啟發課
程，讓他們在每日尋覓意義的生活裡面能夠認識上帝。 

6. 為教師及學生祈禱，求主賜教師們智慧、愛心和忍耐，多了解學生需要，從而
教導他們，幫助他們在品德及學業上成長。 

7. 求天父保守區內有需要的家庭，能夠在困難生活中，得著喜樂與平安。 

8. 為政府剛頒佈未來一年的施政報告代禱。政府將未來施政方向著眼於房屋的建
設，期盼政府能夠為改善市民居住環境帶來新景象。求主幫助政府有智慧地施
政，造福市民。 

9. 為阿富汗的清真寺爆炸的死傷者代禱。首都喀布爾清真寺發生爆炸導致多名平
民死傷。求主幫助死傷者的家屬走出陰霾，也願主賜下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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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亞斯理堂 

靈命栽培課程  

10 月份主題：「怨報到復興的生命」 

—  哈巴谷書、猶大書 
 

    在這個敢怒不敢言的年代，充斥著大大小小不公的事情。同樣生活在
困難環境下的哈巴谷，這位舊約先知對主的信靠成為我們在這個艱難世代
裡的借鏡。讓我們一同學習如何復興。 
 

日期：2021 年 10 月 3 日至 10 月 31 日(逢主日)  

時間：早上 9:45-10:45 

地點：祈禱室 (並同步以 ZOOM 進行) 

內容： 日期 主題 負責同工 

 10 月 3 日 活在怨怨相報的時代 (哈巴谷書 1 章) 吳進逢會吏 

 10 月 10 日 找住轉化的鑰匙 (哈巴谷書 2 章) 鄧珮雯宣教師 

 10 月 17 日 <牧區 60 週年感恩崇拜暫停一次> 

 10 月 24 日 在時代中擁抱上帝旨意 (哈巴谷書 3 章) 湯建聰宣教師 

 10 月 31 日 要在至勝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猶大書) 王玉慈牧師 
 

 

報名：透過 https://forms.gle/CM6ap57sVMZ4JvQJ6 或 掃描         填寫網上報名表 

查詢：可致電 24290111 與本堂同工聯絡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亞斯理堂 

聖靈轉化  
 

 

 

 

 敬拜讚美聚會 烈火特會 

日期 10 月 24日 11 月 21日 
時間 主日下午 2:30–4:00 主日下午 2:00–3:30 
地點 亞斯理堂禮堂 
內容 敬拜、信息分享 敬拜讚美、禱告 

主領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ACM) 

講道：累代 

新加坡神之心教會創會牧師 

曾秀萍牧師 
 

(註：原定「泰澤頌唱」聚會，日期及時間另作安排 ) 
 

 

誠邀弟兄姊妹參與，一起經歷恩膏與復興    
<查詢可聯絡本堂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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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斯理堂  

「財政情況分享」 ( 2021 年 1 -8 月 )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 

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瑪拉基書3：10) 

近年經弟兄姊妹努力奉獻及亞斯理牙科董事會撥款支持，2019 及 2020

年財政才剛達到收支平衡。由於 2020 年初因著疫情關係，本堂停止實體

崇拜多時，截至本年 8 月 31 日，本堂今年累計不敷有五十八萬多元。 
 

2021年 1-8月本堂經常費收支如下： 

1-8月收入 1-8月支出 截至 8 月 31 日不敷之數 

$1,409,764.71 $1,995,356.29 $585,591.58  
(註：全年支出預算：3,217,000.00) 

雖然疫情及經濟環境仍有很多不穩定因素，祈盼弟兄姊妹瞭解堂會財

政上的需要，除繼續保持恆常定期定額奉獻以外，能夠多走一步以減輕赤

字壓力，讓上帝的家能充足有餘！敬請弟兄姊妹熱心奉獻，並代禱記念。 
 

本堂財政收支圖<2018 年~2021 年(1-8 月)> 

 
 

「還有一點：「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各人要隨心所願，不要為難，不要勉強，因為上帝愛樂捐的人。

上帝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做各樣善事。」哥林多後書 9章6-8節 
 

 

亞斯理堂奉獻安排：  

各弟兄姊妹可透過網上銀行、銀行櫃枱／櫃員機將奉獻款額 (現金或支票)  

存入本堂以下戶口： 

 銀行名稱：Hang Seng Bank Limited 恆生銀行 

 存款戶名：Asbury Methodist Church／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亞斯理堂 

 戶口賬號：330-382995-668 

 並請於入數紙寫上奉獻之項目，姓名及聯絡電話，然後傳真 24181609 或 

電郵至 mail@asbury-methodist.org，並請與本堂幹事確認。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向本堂幹事李秀雲女士查詢 (電話：24290111 )。 

另歡迎教友用郵寄形式奉獻，支票請劃線寫「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亞斯理堂」或 

英文「Asbury Methodist Church」寄新界葵青大窩口上角街一號，請勿郵寄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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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0 

1,500,000.00 

2,000,000.00 

2,500,000.00 

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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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電郵至mail@asbury-methodist.org，並請與本堂幹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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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亞斯理堂、 

亞斯理社會服務處、亞斯理幼稚園幼兒園 
 

「亞斯理堂牧區 60週年堂慶感恩崇拜」 

 

日期：2021年 10月 17日（主日） 

時間：下午 3時正 

地點：本堂禮堂 

講員：夏志誠神父 (天主教香港教區輔理主教) 

主禮：林津牧師主持差遣禮（本會會長） 
 

(敬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一同分享主恩。) 
 

備註：當日午堂崇拜(上午 11時)暫停，10月 16日週六崇拜繼續。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九龍西聯區 義務教士委員會會議 
 日期：2021 年 11 月 8 日 (禮拜一) 

 時間：晚上 6 時正 

 地點：九龍堂百年堂 

 請九龍西聯區各堂總議會教牧同工及義務教士預留時間出席，一起分享團契友誼。 
 

九龍西聯區議會 秋季會議 
 日期：2021 年 11 月 8 日 (禮拜一)  

 時間：晚上 7 時 30 分 

 地點：九龍堂禮堂 

 請九龍西聯區各堂代表預留時間出席，一起分享和商討聯區的事工，並請為會議代禱 。 
 

*由於疫情關係，不設晚膳招待，敬請留意。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第二十七屆培靈奮興大會 
 

主題：在信仰中邁進豐盛  
 

聯會每年均會舉辦培靈奮興大會，以造就教牧同工及信徒為目的，幫助信徒靈性得著

滋潤，靈命得著成長，盼望藉七晚的分享提醒及鼓勵信徒。 
 

 

講  員： 伍山河牧師（五旬節聖潔會香港總監督） 

主  題：在信仰中邁進豐盛  

日  期：2021 年 11 月 1～7 日（禮拜一至禮拜日）一連七晚  

時 間：晚上 7 時 30 分    *會前祈禱會於 7 時正進行 

地 點：尖沙嘴浸信會（尖沙咀金馬倫道 31 號） 

對 象：全港基督徒 

查詢電話：23374171 
  

歡迎出席，並請代禱 
 

http://www.hkcccu.org.hk/zh-hant/about/spirit_detail/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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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議會消息 

曾國強義務教士安息主懷  

本會九龍堂會友曾國強義務教士於二０二一年九月七日（禮拜二）在美國洛杉

磯安息主懷，在世生活八十八載。 

曾國強義務教士一生熱愛教會，忠誠事主，先後畢業於神召聖經學院、基督教

中國聖樂院聲學系、香江書院社教系及柏立基教育學院。一九七八年受任為本會義

務教士，一九八一至八七年擔任九龍堂成年團契團長。 

曾國強義務教士自一九六八年起加入本會官塘循道學校（下午校）擔任訓育主

任、至一九八０年擔任下午校主任、一九八八年出任該校校長，翌年擔任沙田循道

衞理小學校長至一九九０年八月底離任，並移居美國洛杉磯擔任牧師，離世前為洛

杉磯基督教神恩福音會之牧師。 

曾國強牧師之安息禮拜業於二０二一年十月八日（禮拜五）中午十二時（當地

時間）在洛杉磯 Forest Lawn (Covina Hills) 墓園舉行，其遺體隨即在墓園舉行安

葬禮，敬請為其家人代禱，求主親自安慰。 

 

法團校董會／校董會會議日期  
 

本會屬下中、小學法團校董會及幼稚園幼兒園校董會二０二一年下半年之會

議日期經已編定如下，至於時間、地點及議程將於會前一星期由有關學校另函寄

奉，敬希列位校董預留時間，屆時撥冗出席，共策聖工進行。 
  

北角衞理小學 十月廿六日 （禮拜二） 馬鞍山循道衞理小學 十一月十七日 （禮拜三） 

循道中學 十月廿八日 （禮拜四） 沙田循道衞理小學 十一月十八日 （禮拜四） 

觀塘循道幼稚園 十月廿八日 （禮拜四） 丹拿山循道學校 十一月十八日 （禮拜四） 

華英中學 十月廿九日 （禮拜五） 循道衞理田灣幼稚園幼兒園 十一月十八日 （禮拜四） 

將軍澳循道衞理小學 十一月一日 （禮拜一） 鯉魚門循道衞理幼稚園 十一月二十日 （禮拜六） 

主恩堂幼稚園幼兒園 十一月四日 （禮拜四） 大埔循道衞理小學 十一月廿三日 （禮拜二） 

循道學校 十一月五日 （禮拜五） 將軍澳循道衞理幼稚園 十一月廿三日 （禮拜二） 

北角循道學校 十一月六日 （禮拜六）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 十一月廿四日 （禮拜三） 

大埔循道衞理幼稚園 十一月九日 （禮拜二） 衞理中學 十一月廿四日 （禮拜三） 

愛華村堂幼稚園幼兒園 十一月九日 （禮拜二） 油麻地循道衞理楊震幼兒學校 十一月廿四日 （禮拜三） 

亞斯理幼稚園幼兒園 十一月十日 （禮拜三） 北角衞理堂幼稚園幼兒園 十一月廿五日 （禮拜四） 

筲箕灣循道衞理幼稚園 十一月十一日 （禮拜四） 何文田循道衞理楊震幼兒學校  十一月廿六日 （禮拜五）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十一月十三日 

十一月十三日 

（禮拜六） 

（禮拜六） 

炮台山循道衞理中學 十二月三日 （禮拜五） 

藍田循道衞理小學 十一月十三日 （禮拜六） 葵涌循道中學 十二月三日 （禮拜五） 

李惠利中學 十一月十六日 （禮拜二） 亞斯理衞理小學 十二月十六日 （禮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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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信徒培訓部三年神學課程執行委員會  
 

循道衞理宗信仰傳統  

如何回應社會處境 ? 
 

「西方歷史學界有一項名叫『哈愛理的命題』，提到在十八世紀時，英國跟法國同樣

面對工業革命帶來的階級矛盾，民怨極深。但在爆發的邊緣，為甚麼英國最後沒有如

法國一樣，走上了一個流血大革命的路程呢？歷史學家哈愛理(Elie Halevy)解釋，最

主要是因為英國有衞斯理約翰所帶動的循道衞理運動，讓英國人平穩渡過這個危機。

今日面對香港未來的轉變，作為循道衞理會的信徒，很值得我們學習本宗信仰傳統，

當中有很多議題和信仰元素，成為我們思考『怎樣面對未來挑戰』很重要的材料。鼓

勵各位積極考慮參加第十一屆信徒三年神學課程，藉着有系統的教導，讓我們在這個

時候作出更深的反思，鼓勵大家一齊參加。」 
 

 

 

課程日期：2022 年 1 月至 2024 年 7 月  

上課時間：逢禮拜三 7:45-9:45pm  

上課地點：本會香港堂（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6 號） 

每年學費： $3,500   
 

本屆詳情及報名表：請透過二維碼  

或以下連結 www.methodist.org.hk/3y11_appform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7254530 聯絡信徒培訓部同工。  
 

 

社會服務部社會事務關注小組主辦  

「一方水土」農田導賞系列：第一部曲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在這高度城市化的香港，一寸水或一寸土皆是金錢，何

以談論一方人？但在這方水土上，仍有一方人默默耕耘、默默生活，與泥漿摔角同

時，不忘生產，或許這就是他們的信仰。  

日  期：二０二一年十月三十日（禮拜六）  

時  間：下午二時半至五時  

地  點：林村龍丫排  

講  員：胡應手（「大地予我」農夫、《種稻的人》作者）  

內  容：由「大地予我」【註１】農夫帶領導賞，穿梭米田，初探本地農業。  

對  象：本會會友  

名  額：二十人（先報先得，額滿即止；大會將以電話通知成功報名人士）  

費  用：港幣八十元正【註２】  

報名連結：http://bit.do/fR4n6 

集合地點：林村新塘巴士站（於太和乘搭巴士 64K、小巴 25K）  

截止日期：十月廿六日（禮拜二）中午十二時  

查   詢：請致電 37254540/ 37254541 與總議會辦事處同工黃潔瑩女士或劉凱瑩女士

聯絡  
【註１：「大地予我」項目由伍集成文化教育基金會贊助，始於 2015 年一班農夫從香港帶着種子遠赴日本新

潟縣參與三年一度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計劃結合農耕、藝術和教育，以自然永衡法耕種，融
入當地社區生活，也有藝術裝置穿插在田野之間，還為一群香港中學生帶來一次別開生面的文化交流
機會，由食物到文化，耕種到藝術都是緊扣生活的學習。2018 年「大地予我」終於「回家」，落戶香
港，在林村龍丫排種菜種米，也為下一代播下希望的種子。  

 註２：成功報名人士將獲個別通知繳費方式。】  
  

李英偉牧師 

（第四屆{1999-2002} 

畢業生） 

 

http://www.methodist.org.hk/3y11_app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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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亞斯理堂 
 

本堂 2022 年度堂區議會代表選舉方法如下： 

1. 候選人名單 

1.1  候選人資格為： 

   i) 成為本堂會友三年或以上； 

    ii) 2017-2021 年度出席本堂崇拜。 

    所有合乎以上資格的會友自動成為候選人。 

1.2  於本年 2,3/10，9,10/10 之崇拜週刊內刊登候選人名單， 

        並張貼於禮堂當眼處。 

1.3  如欲退選之候選人可於本年 18/10 前填妥退選表格交回同工。 

1.4  同工於本年 20/10 確定 2022 年度候選人名單。 
 

2. 投票程序 

2.1  於本年 23,24/10 將記名的選票分發或寄予本堂所有會友。 

2.2  本堂會友即時或於 7/11 前將選票親身、郵寄或電子方式交回投票箱。 

2.3  於本年 7/11 崇拜後進行點票。 

2.4  2022 年度堂區會議代表人數為 17 位，以最高票數者當選。 

2.5  選舉結果於本年 14/11 崇拜及週刊公佈。 
 

如有查詢，請聯絡本堂同工 (電話：24290111，電郵：mail@asbury-methodist.org) 
 

 

 

2022 年度堂區議會 

當然出席： 
 

教牧同工： 王玉慈牧師、吳進逢會吏、鄧珮雯宣教師、 

葉淑嫺會吏(列席)、湯建聰義務宣教師(列席)、 

鄭穎嵐宣教幹事(列席) 

義務教士： 陳藜生、郭偉雄 

兒童牧區區長 待定 

Teen Zone(青少年)區長 待定 

職青牧區區長 待定 

成青牧區區長 蔡文恩 (連任) 

長者牧區區長 羅應麗 (連任) 

喜樂家長天地家長 馬士宏 (連任) 

詩班長 黎艷芳 (連任) 

敬拜隊隊長 待定 

影音行動組組長 待定 
 

 

mailto:mail@asbury-method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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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斯理堂 2022 年度堂區議會代表選舉 
 

候選人名單 

 
 

 

 

姓  名 姓  名 姓  名

1 陳創剛 61 羅欣兒 121 黃世浩

2 陳創谷 2022職青牧區區長 62 羅天俞 122 黃立德

3 (曾) 陳寶蓮 63 羅志豪 123 黃家豪 2022敬拜隊隊長

4 陳三龍 64 李志強 124 黃燕卿

5 陳秀娟 65 (劉) 李靜茵 125 (陳) 黃麗蓮

6 (王) 陳玉華 66 李浩祥 126 黃錫元

7 陳嘉敏 67 李橋順 127 黃碧琪

8 陳凱恆 68 李橋偉 128 (黃) 楊家堯

9 陳翊翎 69 李子軒 129 (張) 楊珍妮

10 陳翊翠 70 李浩祥(Billy) 130 易嘉倩

11 陳宏忠 71 李頌賢 131 (郭) 嚴瑞文

12 陳文鋒 72 (葉) 李淑媚 132 (蔡) 嚴祉恩

13 陳錦華 73 (郭) 李美儀 133 (方) 嚴瑞蓮

14 周寶蘭 74 李詠恩 134 嚴偉軍

15 (吳) 周瑞蘭 75 (吳) 李佩雯 135 葉峻瑋

16 周劍鋒 76 (  ) 李美珠 136 (陳) 葉利儀

17 鄒昌華 77 梁詠媚 137 葉學朝

18 (黃) 鄒潔雯 78 梁善淋 138 葉志豪

19 鄭志榮 79 (嚴) 梁耀香 139 葉俊康

20 張劍坤 80 (李) 梁潔亭 140 (魏) 葉依庭

21 (郭) 張韻枝 81 梁銘基 141 (鄭) 姚惠敏

22 張豪妮 82 梁志文 142 余進傑

23 張婉瑩 83 梁鎮峯 143 余建衡

24 張豪杰 84 梁嘉威 144 袁如花

25 (張) 趙燕珊 85 梁家裕 145

26 蔡志豪 86 (  ) 梁秀蓉 146

27 蔡文恩 2022成青牧區區長 87 廖志君 147

28 (黎) 蔡婉恩 2022兒童牧區區長 88 陸鵬昌 148

29 蔡志宏 89 (蔡) 呂希彤 149

30 蔡安翹 90 呂希堯 150

31 朱紀雲 91 (黃) 陸美娜 151

32 鍾美玲 92 馬自力 152

33 鍾兆穎 93 馬景泰 153

34 樊慧賢 94 (李) 馬寶兒 154

35 方楚生 95 (李) 馬士宏 155

36 (羅) 傅美玲 96 麥家欣 156

37 (陳) 許頴笙 97 麥宇健 157

38 孔繁添 98 麥振傑 158

39 詹志欣 99 (伍) 吳鳳敏 159

40 簡偉民 100 伍浩廉 160

41 高劍雲 101 (鄺) 吳春芬 161

42 (陳) 江翠芬 102 吳偉強  162

43 (周) 關樂敏 103 (梁) 魏秀貞 163

44 郭家明 104 (李) 潘明蘭 164

45 (林) 郭淑珍 105 (馬) 布泳恩 165

46 (林) 郭思敏 106 蘇志輝 166

47 郭向泉 107 (羅) 蘇巧兒 167

48 (鄒) 鄺麗芬 108 蘇靜雯 168

49 (佘) 黎艷芳 2022詩班長 109 孫志賢 169

50 (鄭) 林美蓮 110 (蔡) 施金萍 170

51 林偉文 111 (簡) 譚穎心 171

52 (余) 林婉琪 112 唐詠然 172

53 林婉汶 113 (李) 曾慧萍 173

54 林彩玉 114 曾瑋傑 174

55 林偉倫 2022影音組長 115 (  ) 曾碧霞 175

56 (黃) 劉安琪 116 (高) 謝銘沁 176

57 (葉) 劉家裕 117 (姚) 徐秀娟 177

58 羅志明 118 (王) 王桂芬 178

59 (李) 羅應麗 2022長者牧區區長 119 王紹君 179

60 羅偉城 120 王慧詩 180

28/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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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 道 筆 記  

講    員：鄧珮雯宣教師 
講道主題：「你還缺少什麼？」 
經    文︰可 10:17~31 

 

 

   

 

   

 

   

 

   

 

   
 
 

 

堂主任 ：王玉慈牧師  

會吏 ：葉淑嫺會吏、吳進逢會吏  

宣教師 ：鄧珮雯女士、湯建聰先生(義務) 宣教幹事 ：鄭穎嵐女士(長者) 

幹事 ：李秀雲女士 工友 ：黃秀維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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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6日： 舉行 

主日崇拜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正 禮堂 10月 24日： 舉行 

喜樂家長天地 禮拜四上午九時正 逸葵服務中心 10月 21日： ／ 

迦勒團契 禮拜五上午九時三十分 祈禱室 10月 15日： 舉行 

職青小組 隔週禮拜三下午七時三十分 祈禱室 10月份： 舉行 

大專及初職小組 禮拜五下午七時三十分 祈禱室 10月 15日： 舉行 

TeenZone(浪子回頭組)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正 逸葵服務中心 10月 24日： 查經 

成青牧區 每月第二個主日崇拜後 三樓活動室 11月 14日： 舉行 

敬拜隊 禮拜六下午四時正 禮堂 10月 16日： 舉行 

詩班 禮拜日上午九時正 禮堂 10月 24日：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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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4日： 

 

舉行 

聖經學園以諾班 禮拜日上午九時十五分 地下活動室 10月 24日： 舉行 

細胞小組  隔週禮拜二下午七時三十分 祈禱室 10月 12日： 一對一門徒 

靈命栽培 禮拜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 祈禱室 10月 24日： 怨報到復興的生命 

禱告祭壇 禮拜四下午七時三十分 祈禱室 10月 21日： 禱告與聖靈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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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