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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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 聖樂主日 2021年第 43期 
 

 

頌唱中的神聖時刻 
黃苑翹宣教師 

崇拜中不同的禮儀都會使用音樂，這些以服事上帝為中心的音樂就是聖

樂，當中最能讓所有人都參與的就是頌唱。向上帝歌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亦表達着歌唱者與上帝的關係，聖經中處處可見有關上帝子民歌唱的記載，

但願今天我們都能經驗這份美好。 

舊約受苦的約伯與上帝連番對話後，上帝以詩意的話向約伯啟示奧秘

（伯四十 6 - 四十一 34），約伯就發出今天舊約經課中「我從前風聞有你，

現在親眼看見你」的驚嘆。震撼約伯內心的不是旁人如何言說上帝的偉大，

不是頭腦上對上帝的認知，是他親身領受了一份徹底的體會，甚至把他自己

所認為的一切推倒。 

頌唱也是第一身的親身參與。我們聽見詩歌的旋律、思考歌詞的內容；

我們能感受到歌聲洋溢出的不同的情感，亦有力地宣告着信仰；我們發現領

詩的團隊有怎樣的表現……但惟有開口放聲，才能切實的參與在其中，真正

擁有當下對上帝歌唱的一切體會。作為「參與者」而非「旁觀者」地頌唱，

透過親口發出的聲音與上帝相遇，這份主體性的經驗，非透過觀察、理性推

算或模仿能得着。 

今主日福音經課中盲人巴底買向耶穌喊叫: 「大衛之子耶穌啊，可憐我

吧！」巴底買向耶穌發出叫喊的聲音，縱然被人責備，他無視這一切愈發喊

叫，他聲嘶力竭的只想得到耶穌的注意，他無保留喊叫，源自他對耶穌迫切

的渴望。 

頌唱亦是對上帝渴慕的表達。發出聲音，是人最直接的溝通與表達。我

們向上帝發出聲音頌唱的時候，這聲音直接地表達着我們對上帝的渴望——

渴望稱頌他、渴望傳揚他、渴望吸引他、渴望他的工作臨到……讓我們帶着

對上帝的渴慕去頌唱，發出亳無保留的聲音。 

在約伯對受苦的疑惑與申訴中，他得到上帝的啟示，讓他心靈的目光轉

向落在上帝的奧秘上，而非自己的問題上。在巴底買的呼求中，他得到耶穌

的回應並醫治。頌唱時，我們的第一身專注於頌唱的對象——上帝，我們亳

無保留的發出聲音向他表達渴慕；上帝就臨在頌唱的當中，他的臨在轉化我

們的生命、滿足我們的渴慕。在頌唱的當下，也是上帝與人互動的神聖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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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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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淑嫺會吏 

敬拜隊︰梁善淋姊妹、張旭丞弟兄、李子軒弟兄、李橋偉弟兄、 

張婉瑩姊妹、陳翊翎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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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言的頌讚》 
 

 

《愛永不止息》 
 

 

《求祢興起我》 
 

 

 

 

 

讀    經 ........ 主題：「信心仰望．生命轉化」 ......  郭思敏姊妹 
 

 

 

約 伯 記 

 

  42章 1~6,10~17節 

 

舊約第 754頁 

馬可福音 

 

  10章 46~52節 

 

新約第 70頁 

希伯來書 

 

   7章 23~28節 

 

新約第 351頁 

 

 

 

 

講  道 .............. 「君尊的祭司」 .............  葉淑嫺會吏 

經文︰彼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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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祢興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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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報告 ..........................................  吳進逢會吏 
 

 

 

祝  福 ..........................................  吳進逢會吏 
（弟兄姊妹互祝平安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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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樂主日崇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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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恩弟兄 司琴：譚穎心姊妹 
  講員：葉淑嫺會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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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和我一同尊耶和華為大，讓我們一同高舉他的名。」 
                                              (詩 34:3) 
               

唱  詩  ...... 「永遠讚美歌」(普頌第 39首) ........  眾立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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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我們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來向他歌唱！ 
      應：我們應當彈琴稱謝耶和華，用不同的樂器歌頌他。應當向他唱新歌， 
          彈得巧妙，聲音洪亮。 
      啟：我們要鼓瑟稱讚上帝，稱讚主的信實！以色列的聖者啊，我們要彈琴 
          歌頌你！ 
      應：我們要讚美耶和華。在上帝的聖所讚美他，在他顯能力的穹蒼讚美他！ 
      啟：我要因他大能的作為讚美他，按着他極美的大德讚美他。要用角聲讚 
          美他，鼓瑟、彈琴讚美他。 
      應：我們要擊鼓、跳舞讚美他，用絲弦的樂器和簫的聲音讚美他。 
      啟：用大響的鈸讚美他，用高聲的鈸讚美他。我們歌頌耶和華的時候，我 
          們的嘴唇和你所贖我們的靈魂都必歡呼。 
      應：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我們要讚美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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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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約禮文 .......... (請各位聖樂事奉人員起立) .......  王玉慈牧師 
 

牧  師：弟兄姊妹，上帝賜下音樂，也願意我們獻上音樂榮耀他。保羅也教
導我們以詩篇、讚美詩、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以感恩的心
歌頌上帝和他的奇妙作為。 
聖樂主日不單是為聖樂事奉人員而設，更邀請全體信徒都一同回
應。我們在崇拜中，以嘴唇的祭來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歌唱、歡呼！」
我們以詩歌重述上主的救贖，並藉此與歷世的聖徒一同宣信。 
本宗重視歌唱，更鼓勵信眾以詩歌學習信仰，塑造靈命。藉著這次
的聖樂主日，讓我們都再次在主面前立志，願一生以歌頌和敬拜上
主為首要的事奉。 
今天，在我們當中有參與聖樂事奉的弟兄姊妹在上帝和會眾面前重
新立約，他們意付出時間、心力參與在教會音樂的事奉：帶領會眾
藉著音樂榮耀上帝。為此我們要感恩，要為他們祈禱，求主悅納他
們的服事，賜福予他們。 

聖樂人員：我們蒙主的揀選，透過音樂與人分享信仰，是極大的尊榮。懇求聖
靈引導，使我們以喜樂戰兢的心，口唱心和地透過聖樂宣揚上主宏
典和我們的信仰！ 

會  眾：我們願意跟隨聖樂事奉人員的帶領一同事奉，以喜樂和信心獻呈讚
頌！但願我們與聖樂事奉人員在靈裏同心合一，以詩篇、美詩、靈
歌歌頌上主。 

聖樂人員：但願各人能以不同的樂器和音色，彼此配搭，一齊發聲，聲合為一，
讚美、尊崇至高的三一上主！ 

全  體：我們確信地上的讚美要轉化成天上寶座前的讚美，與一切被造之物
都說：『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在寶座上的那位和
羔羊，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唱  詩 ........ 「已負十架歌」(普頌第 389首) .......  眾立同唱 
 

http://www.mbcsfv.org/chinese/library/hymncampanions/songs/064.W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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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經 ........ 主題：「信心仰望．生命轉化」 ......  曾慧萍姊妹 
 
約伯記 42章 1~6,10~17節 
1
約伯回答耶和華說：

2
「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你的計劃不能攔阻。

3
誰無知使

你的旨意隱藏呢？因此我說的，我不明白；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4
求

你聽我，我要說話；我問你，求你讓我知道。
5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

你。
6
因此我撤回，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 

10
約伯為他的朋友祈禱。耶和華就使約伯從苦境中轉回，並且耶和華賜給他的比
他從前所有的加倍。

11
約伯的兄弟、姊妹，和以前所認識的人都來到他那裏，在

他家裏跟他一同吃飯。他們因耶和華所降於他的一切災禍，都為他悲傷，安慰他。
每人送他一塊可錫塔和一個金環。

12
這樣，耶和華後來賜福給約伯比先前更多。

他有一萬四千隻羊，六千匹駱駝，一千對牛，一千匹母驢。13他也有七個兒子，
三個女兒。

14
他給長女起名叫耶米瑪，次女叫基洗亞，三女叫基連哈樸。

15
在全

地的婦女中找不著像約伯的女兒那樣美貌的。她們的父親使她們在兄弟中得產業。
16
此後，約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得見他的四代兒孫。

17
這樣，約伯年紀老邁，

日子滿足而死。 
 
馬可福音 10章 46~52節 
46
他們到了耶利哥。耶穌同門徒並許多人離開耶利哥的時候，有一個討飯的盲人，
是底買的兒子巴底買，坐在路旁。

47
他聽見是拿撒勒的耶穌，就喊了起來，說：

「大衛之子耶穌啊，可憐我吧！」
48
有許多人責備他，不許他作聲，他卻越發喊

著：「大衛之子啊，可憐我吧！」
49
耶穌就站住，說：「叫他過來。」他們就叫那

盲人，對他說：「放心，起來！他在叫你啦。」
50
盲人就丟下衣服，跳起來，走

到耶穌那裏。
51
耶穌回答他說：「你要我為你做甚麼？」盲人對他說：「拉波尼，

我要能看見。」
52
耶穌對他說：「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盲人立刻看得見，

就在路上跟隨耶穌。 
 
希伯來書 7章 23~28節 
23
一方面，那些成為祭司的數目本來多，是因為受死亡限制不能長久留住。

24
另

一方面，這位既是永遠留住的，他具有不可更換的祭司職任。
25
所以，凡靠著他

進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長遠活著為他們祈求。
26
這樣一位

聖潔、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高過諸天的大祭司，對我們是最合適的；
27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須先為自己的罪，後為百姓的罪獻祭，因為他只一次
將自己獻上就把這事成全了。

28
律法所立的大祭司本是有弱點的人，但在律法以

後，上帝以起誓的話立了兒子為大祭司，成為完全，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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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  詩  ............. 「觀看宇宙」 ............  詩班／敬拜隊 
 

1. 地與青天，無限色彩璀璨！凝望四方環宇令我驚歎！ 

萬里江山，無盡珍貴妙奇，每一刻皆可親見主匠心！ 

2. 萬計花果，濃淡香氛飄送，雷、電、雨、霜，明朗日照交替。 

近遠山丘，繁茂蒼翠樹林，地與天一色；山與海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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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潤暖春天，禾稻豐收秋季，炎夏冷冬時歲運轉不息。 

萬有生機，按主旨意循環，每一天彰顯祂乃生命主！ 

4. 願我此刻，明白蒼生可貴！無限愛恩，明證上帝關心！ 

願作管家，愛惜一切創造，全地與空中所有皆屬主。 

副歌：來同唱頌讚因祂手創造，萬有讚頌感祂恩無限， 

   星辰唱和同證天賜真福，一切，天父賜！ 
 
 
講  道 .............. 「君尊的祭司」 .............  葉淑嫺會吏 
 

「不過，你們是被揀選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聖的國度，是屬上帝的子民，

要使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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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詩 ........ 「愛主更深歌」(普頌第 365首) .......  眾立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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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們 頌 .............. ﹝普頌第 675首﹞ .............  眾立同唱 
  
祈 禱 會 ...............................................   眾坐 

 

《禱告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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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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及會議消息： 

a. 今主日是「聖樂主日」，本堂對參加詩班、司琴及敬拜隊事奉的弟兄姊妹表示衷心

感謝，因他們在過去一年裏，都以優美悠揚的歌聲，帶領我們一起用詩歌頌詞靈

歌，口唱心和地讚美主，並以忠心殷勤的事奉，使我們的崇拜生活充滿活力。 

b. 多謝弟兄姊妹協助上星期日 60週年牧區感恩崇拜和聚餐，使崇拜和聚餐能完滿舉

行，讓大家能再一次經歷上主豐盛的恩典和聖靈的轉化。 

c. 本堂 2022 年度堂區議會代表選舉，今週六(23/10)開始派發記名的選票，請弟兄

姊妹填妥後放入投票箱；並於 7/11 主日崇拜後進行點票，及 13,14/11 崇拜及週

刊公佈選舉結果。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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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班於 10月 24日(今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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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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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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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0月 10日(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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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橋偉伉儷 

d. 下週六 (10月 30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陳創谷弟兄 講員：吳進逢會吏 讀經：陳寶蓮姊妹        

  招待︰吳鳳敏姊妹、莊家茵姊妹 鳴鐘︰羅偉城弟兄 音響︰李子軒弟兄 

e. 下主日 (10月 31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李志強弟兄 講員：吳進逢會吏 讀經：江翠芬姊妹 

 司琴：潘小華姊妹 音響：李浩祥弟兄(Billy) 插花︰李麗吟姊妹 

 招待：李橋偉弟兄、張豪妮姊妹、鄺麗芬姊妹、周寶蓮姊妹、方楚生弟兄、 

        楊家堯姊妹、黃世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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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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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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青少年有健壯的生命代禱，面對學習壓力和生活壓力，青少年容易迷失及放棄。
願主保守這一代青少年人的心，讓他們在困難中看見曙光，在孤單中仍看得見身邊
家人朋友的關心，並能夠切實感受上帝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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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近日增多的乙型鏈球菌個案代禱。近日有79人證實感染侵入乙型鏈球菌，經由淡
水魚及進食未經煮熟的淡水魚而感染，嚴重可引致皮膚炎、敗血症和腦膜炎。求主
保守經常接觸淡水魚的魚販和長者們能注意身體的健康。 

9. 為印度及尼泊爾的洪水災情代禱。連日暴雨引發洪水和山泥傾瀉，造成近百人死亡
及幾十人失蹤。求主幫助當地災害管理部門能有效救災，幫助受災居民脫離險境。 

 

 
 

宣教牧養委員會  

聖樂事工執行委員會  

看見 
 

聖樂並非只有詩班員或敬拜隊成員，  

亦有不同單位以「聖樂」事奉上帝  

甚至於幕後以不同方式將「聖樂」獻呈！  

 

本年度聖樂事工執行委員會特以「看見」為題，訪問不同單位之弟兄姊妹，了

解他們透過「聖樂」事奉之生命改變，敬請弟兄姊妹細心欣賞，一同「看見」

台前幕後齊心以聖樂服事上帝的故事。  

 

瀏覽： https:/ /youtube.com/playlist?list=PL0cojGF6QsCL9KJ4xOGbN2vXcrgwGWoRW  

或掃描：  

    
 

如有任何垂詢，請致電 3725 4531 聯絡總議會辦事處許曼芝女士。  
 

  



9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亞斯理堂 

靈命栽培課程  

11 月份主題：「告別冷淡重嚐主愛」 

  — 瑪拉基書 
 

    當信仰成為習慣，新鮮感不再有了，冷淡麻木隨之而來，面對此情此
景我們還期待甚麼呢？生活在瑪拉基先知時代的以色列民也同樣面對相同
的困境。我們如何告別冷淡回到最初，重嚐主愛的甘甜，渴望與神同行的
生活呢？讓我們一同學習其中的教導。 

日期：2021年 11月 7日至 11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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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7日 當愛變成為習慣(瑪拉基書 1:1-2:9) 吳進逢會吏 

 11月 14日 告別冷淡在忠心 (瑪拉基書 2:10-3:5) 鄧珮雯宣教師 

 11月 21日 重嚐主愛在委身 (瑪拉基書 3:6-3:18) 湯建聰義務宣教師 

 11月 28日 與神同行的生命 (瑪拉基書 4章) 王玉慈牧師 
 

 

報名：透過 https://forms.gle/5DzRgYPC3pTrHSo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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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主日) 11月 21日(主日) 
時間 下午 2:3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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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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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本堂今年累計不敷有六十萬元。 
 

2021年 1-9月本堂經常費收支如下： 

1-9月收入 1-9月支出 截至 9月 30日不敷之數 

$1,633,120.54 $2,239,963.44 $606,8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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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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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500,000.00 

1,000,000.00 

1,500,000.00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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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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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信徒培訓部三年神學課程執行委員會  
 

第十一屆信徒三年神學課程  

截止報名日期延至十月卅一日 

上帝呼召你接受裝備，回應大時代的挑戰  

  親愛的天父，感謝祢在三十年前帶領教會開辦「信徒三年神學課程」，並已

完成十屆課程，畢業人數近五百人。他們都不負祢所託，在教會中擔當事奉，

一些更成為教會領袖，甚至踏上全時間事奉，這一切都是出於祢的恩典和聖召。 

  天父，第十一屆課程將於明年一月開始，求祢呼召及感動更多願意認識祢，

裝備自己事奉祢的弟兄姊妹報名參加，讓他們成為祢的精兵忠僕，為主所用，

榮神益人，阿們。 

 

※  第十一屆「三神」報名進入最後階段，截止報名日期延至

十月卅一日。如欲索取更詳細資料或有意參加者，請瀏覽
www.methodist.org.hk/3y11_appform 或掃瞄二維碼。 

 

開課日期：二０二二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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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7254530 聯絡信徒培訓部同工。  
 

 

香港聯區議會秋季會議  

香港聯區議會秋季會議謹定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八日（禮拜一）晚上

八時正，在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6號香港堂舉行，敬請義務教士、宣教同工

及香港聯區各堂代表預留時間出席，共商聖工。  

【因抗疫緣故，大會只提供電子版資料，倘有需要印刷版，請先向  貴堂同工聯絡。】  

香港聯區義務教士會議  

香港聯區義務教士會議謹定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八日（禮拜一）晚上

六時三十分，在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6號香港堂5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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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抗疫緣故，未能提供晚膳】  
 

http://www.methodist.org.hk/3y11_app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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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 循道衞理佈道團 主辦  

WCS Wesleyan City Space 協辦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國際禮拜堂 協辦  
 

「Thank God It’s Friday 福音月會」 

「Thank God It ’s Friday 福音月會」是每月一次福音聚會，以輕鬆多元形式分享

福音，願這聚會能成為一個「信仰同行的平台」。  

誠邀主內弟兄姊妹一同起來參與這「合一佈道運動」，與身邊未認識主或想更認

識主的朋友一起進入「同行的旅程」，將宣教使命成為「個人化、生活化、全人

化」，願一起學效耶穌基督成為隨走隨傳的門徒。  

每場聚會信息分享：李炳光牧師（循道衞理佈道團團長）      
日期： 10 月 29 日（禮拜五）  

時間：晚上 19:00-20:15 

地點：衞斯理大樓 5 樓  

（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  

主   題：等一個復和  《真証傳播協辦》  

播放「等一個復和」福音短片：  

女兒對父親的過去懷恨，既不是誤會，也不是成

見。真相不會改變過失帶來的傷害，但卻可以換來

多一些諒解。能夠可以放下，才可以讓生命進一個

新的階段。  

日期： 11 月 26 日（禮拜五）  

時間：晚上 19:00-20:15 

地點：衞斯理大樓 5 樓  

（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  

主   題：等一個夢想  

分享嘉賓：MEM 福音歌手——李雯希姊妹  

內   容：詩歌及生命見證分享  

日期： 12 月 17 日（禮拜五）  

時間：晚上 19:00-20:15 

地點：衞斯理大樓 6 樓  

（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  

主   題：等一個奇蹟  

分享嘉賓：MEM 福音魔術師——賴凱榮弟兄  

內   容：福音魔術及生命見證分享  

**由於聚會場地人數限制，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留位，額滿即止。  

報名及查詢：請致電 3725 4566 或電郵 admin@mem.hk 聯絡本團同工。  

「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也傳到普天下，並且繼續增長，不斷結果，正如自從你們聽見福音，
真正 道上帝恩 的日子起，在你們中間也是這 。」歌  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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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報名  

 

費用全免 

http://www.hkcccu.org.hk/zh-hant/about/spirit_detail/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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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完成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北角衞理堂重建計劃 

 步 行 籌 款 嘉 年 華  

歡 迎 會 友 於 2021 年 10 月 30 日 前 透 過 網 上 專 頁

https://www.methodist.org.hk/nwlrp/walkathon2021重溫有關活動之   

剪輯片段。 

在上帝的恩領下， 2021 年 10 月 17 日重建步行籌款嘉年華順利完成，當日

節目非常精彩，包括自助步行，牧師齊夾 Band，由循道衞理中小幼校長合唱組、

國際禮拜堂菲律賓團契及循道衞理觀塘社會服務處之天才表演；特備節目有會

長祝福之旅及現場進行、緊張刺激之「隊際環庭接力跑計時賽」等，活動片段

令人目不暇給。敬希繼續踴躍贊助，而「個人步籌最高額」及「步籌參加人數

最多之堂會或單位」結果，待截數後方才公佈。  

隊際環庭接力跑計時賽有 15 個單位共 22 隊參賽，包括 1 間本會幼稚園幼

兒園、1 間本會中學及 13 間堂會，競爭激烈，完成時間均十分接近，比賽結果

明細如下—— 

時間最快隊伍  冠軍：信 望 堂（ 3 分 45 秒完成）  

 亞軍：天水圍堂（ 3 分 46 秒完成）  

 季軍：北角衞理堂幼稚園幼兒園 E 隊（ 3 分 50 秒完成）  

籌款額最高隊伍  北角衞理堂幼稚園幼兒園A隊（截至2021年10月 17日共籌得$45,150） 

在此再次感謝教牧同工、會友、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之鼎力支持，同心合一、

積極參與及踴躍贊助是次嘉年華；亦特別鳴謝將軍澳循道衞理小學提供場地、

設施及協助直播，炮台山循道衞理中學師生烘焙曲奇餅及派出攝影隊伍，鴻福

堂贊助飲品等，願天父上帝親自報答。  

敬請參與及贊助是次嘉年華之會友於 2021年 11月 1日前將有關贊助款項交

回所屬堂會，以便於下月中旬公佈嘉年華籌款總額。  

 

牧師部屬下「信仰分享專責小組」主辦  

疑惑中的信仰生命  

信仰分享大使差遣大會  

日  期：二０二一年十一月廿八日（主日）  

地  點：本會九龍堂（九龍油麻地加士居道 40 號）  

時  間：下午三時  

講  員：李鼎新牧師（本會前任會長）  

內  容：短詩、「信仰分享」生命見證、培靈信息、頒章及差遣祝福  

對  象：誠邀所有「信仰分享大使」出席，亦歡迎對「信仰分享運動」有興趣

及期望更積極參與主耶穌「大使命」的弟兄姊妹參加。  

 查  詢：歡迎致電 2528 0186／3725 4509 聯絡姜紫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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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出版  

  《約翰衞斯理的聖經觀與運用》 (“John 
Wesley's Conception and Use of Scripture”  by Scott 

Jones) 為世界循道衞理宗華人教會聯會神學委
員會之神學譯叢第３冊，是研究約翰衞斯理之聖

經觀並運用聖經方法之主要入門及重要著作。  
 

作者引用豐富及珍貴之原文資料，旁徵博引，分

享其對衞斯理聖經觀之角度及信仰教義、基督徒

聖潔生活之真 灼見。中文版由盧龍光牧師譯校，

撰寫「導讀」及「本書對今日華人循道衞理宗教

會使用聖經的反思」，幫助讀者更易掌握書中精

粹。  
 

本書原價港幣 150 元，現以優惠價港幣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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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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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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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方式。】  
 

 

http://bit.do/fR4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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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 道 筆 記  

講    員：葉淑嫺會吏 
講道主題：「君尊的祭司」 
經    文︰彼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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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 舉行 

主日崇拜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正 禮堂 10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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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 ／ 

迦勒團契 禮拜五上午九時三十分 祈禱室 10月 29日： 捨命的好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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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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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日： 特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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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 舉行 

詩班 禮拜日上午九時正 禮堂 10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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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日： 

 

小精兵加油站 

聖經學園以諾班 禮拜日上午九時十五分 地下活動室 10月 31日： 舉行 

細胞小組  隔週禮拜二下午七時三十分 祈禱室 11月 17日： 舉行 

靈命栽培 禮拜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 祈禱室 10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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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 禱告與聖靈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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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