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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祺標
今天是本會訂立的學校教育主日，藉馬可福音九章 30-37 節給予我們一
些反思。
在第八章記載主耶穌第一次透露他自己將會受許多的苦、被殺、並三天
後復活。彼得阻止卻被主耶穌責備。今次主耶穌再次透露他自己將會遭難、
被殺並復活，門徒卻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可惜，門徒不敢發問他們不了解的
事情。教育就是常常强調是相向的，是互動的，讓學生自主學習、學會學習，
就能夠愉快學習。在主耶穌十二歲那年跟隨父母上耶路撒冷守節，父母離開
歸家而主耶穌仍留在聖殿，在教師中間學習，一面聽，一面問。在此，值得
我們學習主耶穌的學習態度。
其次，經文提及門徒在路上彼此爭論誰最大。主耶穌豈不是在第八章清
楚教導門徒，説「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失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失生命的，必救自己
的生命。」門徒不單未能領受主耶穌的捨己和放下的精神，反倒積極地為自
己爭取最大的利益和權力。
門徒表面上是跟隨主耶穌，實質他們心裏面是跟隨着自己自私自利的慾
望。教育是讓我們面向真理、接觸真理、認識真理、學習真理。
再者，主耶穌提醒門徒要做僕人領袖，成為服事眾人的領導，帶着謙卑
的態度和放下權力的身分，用上帝的大愛去工作。主耶穌更將自己等同為一
個小孩，一個無權無勢、無能無力的一群，需要我們用上帝的愛去關愛他們，
服事他們，與他們分享我們所有的。盼望教育不是為達成自私自利的目的工
具，乃是更有動力去服事人的領袖，更有使命去關愛弱勢的領袖。

活潑的循道衞理人 — 敬拜

成長

服務

佈道

請緊記關掉手提電話及傳呼機，虔備心靈，準備崇拜
早堂：上 午 九 時 正
主席：陳升惕義務教士 司琴：許 善 媚姊妹
午堂：上午十一時正
主席：陳 德 昌牧師 司琴：梁 萃 瑤姊妹

預備禮
進 堂 詩 ........ 「光明美麗物歌」（普頌第 537 首） .. 眾 立
宣

召 ........................................ 眾 立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晝夜思想他的律法；這人便為有福！」（詩篇 1：1 - 2)

始 禮 頌 ..... 同唱「同來讚美歌」（普頌第 628 首）....... 眾 立
同來讚美主基督，神聖詩章出肺腑，
彼此口唱又心和，齊將榮耀歸上主。阿們。

啟應經文 ........................................ 眾 坐
啟： 全能的上帝，我們感謝你，因你使我們認識你是創造萬物的主宰，又賜我們領悟
智慧和尋求知識的能力。

應：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求主幫助我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尋求主，認定主
的心意。
啟： 賜人知識的上帝，我們感謝你，因你引領教會開辦學校，負起培育幼兒、兒童和
青少年的工作，引領他們尋求知識，建立高尚的人格，並且認識上帝乃人類的主
宰。

應： 求主幫助我們教會負責統籌及管理學校事工的人，能了解學校、老師、學生和家
長的需要，不斷更新學校教育的質素和發展的路向。
啟： 賜人智慧的上帝，我們感謝你，因你引領各校教職員在學校內一同承擔教育的工
作，不但傳授知識，更啟發學生的思考，幫助學生培育良好德行，建立群體生活。

應： 主，我們深知教育工作者的責任繁重，求主把作工的力量和智慧賜予他們，又使
他們能有共同的教育目標，並求慈愛的上主把關懷學生的愛心厚厚的加給他們。
啟： 賜人生命的主，我們感謝你，因你引領幼兒、兒童和青少年來到我們所開辦的學
校裡接受教育，他們除了尋求知識，獲取優秀的成績外，亦從學校生活中結識同
伴，建立良好的價值觀，領悟人生的道理。

應： 主，我們愛惜每個在成長學習中的生命，求啟迪人心的主，幫助學生們能在求學
中以認真及謙卑的心來思索，找著正途，一生行走在當行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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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憐憫人的主，我們感謝你，因你引領社會也關注失明的、聾啞的，以及一些因身
體有缺陷而未能接受普通教育的學生，為他們提供適當的學習環境和設施。

應： 求主賜我們體恤和關懷別人的心，以行動支持特殊教育的工作。
啟： 拯救人類的主，我們感謝你，因你引領我們的老師得著你的救恩，並且願意在教
學中把你的救恩傳給學生。

應： 求主幫助我們拓展學校的福音工作，關注學生心靈的成長。求主感動學生有渴慕
真道的心，認識上帝，接受救恩。
同
慈愛的天父，感謝你垂聽我們的禱告，應允我們，以聖善的靈引領我們支持及參
讀： 與教育的工作，以你的慈愛來培植年幼的心。靠賴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阿們。

默

想 ....................................... 眾 坐
﹝會眾請安靜片刻，默想啟應禱文對我們的提醒：有否遵主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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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叫我們陷入試探，拯救我們脫離惡者：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直到永遠。阿們。

聖道禮
唱
詩 ........ 「美哉主耶穌歌」（普頌 61 首） ..... 眾 立
讀
經 .......主題：「遵主教導 · 作眾之僕」 ...... 眾 坐
早堂讀經：梁林耀紅姊妹
31：10 - 31
箴言
3：13 - 4：3, 7-8 上
雅各書
5：1 - 11
路加福音

祈

舊約 966 頁
新約 365 頁
新約 94 頁

何何少雲校董
李立業校董
崇拜主席

禱 ....................................... 眾 坐
﹝祈求聖靈開啟我們的耳朵和心門，聆聽及領受上帝的真道。﹞

詩班歌頌 ....................................... 眾 坐
早堂詩班：向高處行
1. 我今前往高處而行，靈性地位日日高昇；當我前行禱告不停，求主領我向高處行。
2. 世上充滿疑慮恐怖，非我所願常居之處；別人或願世間久居，但我祈求更高之地。
3. 雖然魔鬼暗箭攻我，我願離開屬世生活；憑信得聞快樂聲音，天上聖徒所唱詩歌。
副歌：求主助我，使我堅定，憑信站在屬天樂境；我心嚮往更高之地，求主領我向高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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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堂詩班：我是主的羊
主領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黃昏時主與我一路同行，
牧場上主的羊都得飽足心快暢，我是主的羊。
青草地（死蔭幽谷），溪水旁（高山峻嶺），黃昏時（黃昏時），有主與我同行 (有
主與我同行)。黑暗夜（死蔭幽谷），路崎嶇（高山峻嶺），每一步（每一步），
跟隨主行 (跟隨主行)。

講

道 . ......... ............................ 眾 坐
早堂：「敬畏上帝，傳承智慧」
鄭啟良宣教師
午堂：「老師，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陳衍昌法政牧師

回應禮
榮 耀 頌 ........................................ 眾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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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眾 坐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丹拿山循道學校事工分享(午堂) ............... 徐婉碧校長
獻
詩(午堂) ........................ 北角循道學校詩班
Pathway of Hope
The road is long;The way is narrow. The path is steep; The mountains high.Lord, when we walk
through valleys filled with fear. You wipe away our tears. We know that You are near. And when
we stray. You are our Shepherd. And when we fall. You give us grace. When we are lost, You find
us where we are. You hold us to Your heart with everlasting arms.Oh, Lord You are the way; You
are the journey. Walking beside us as we go. Lord , You are the way. You are the journey. You are
our legacy, Eternal destiny. You are the pathway of hope, of hope. Pathway of Hope.You are the
pathway of hope. Come join us faithful pilgrim. We’ll walk the road as one. And when we’ve
walked. Ten thousand years, The journey will have just begun. We’ll walk with God. through
ev’ry valley. We’ll walk with God through evry storm. And on the day our earthly walk is done,
We’ll sing before the throne. We never walked alone. The pathway of Hope. You are our legacy.
Eternal destiny. You are the journey. You are the pathway of Hope.

北角循道學校事工分享(午堂) ................. 莊素妹校長
學校教育工作者奉獻禮 ....................... 牧師 / 會吏
(請參閱崇拜週刊第 5 頁)

家事分享 ..................................... 教牧同工
牧
禱 ........................................ 眾 坐
﹝為教會的事工，肢體的需要，社會的需要代禱，表達我們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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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遣禮
唱
詩 ..... 「人生意義歌」（普頌第 379 首） ....... 眾 立
差遣祝福 ..................................... 教牧同工
祝福後同唱『阿們頌』﹝普天頌讚６７６首﹞
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默 禱 片 刻 ！ 詩 班 及 主 禮 人 先 退 席 後 散 會。

請將崇拜週刊帶返家中細閱，為教會之需要代禱。
~~~~~~~~~~~~~~~~~~~~~~~~~~~~~~~~~~~~~~~~~~~~~~~~~~~~~~~~~~~~~~~~~~~~~

家 事 分 享
1.

歡迎
今主日午堂承蒙聖公會法政陳衍昌牧師蒞臨講道，分享恩言，嘉惠我眾，
謹表歡迎，並致謝忱。
首次蒞臨參加主日崇拜之新朋友，敬請崇拜後留步，並請向工作人員留
下芳名及通訊地址，以便日後聯絡及彼此認識。
2. 學校教育主日
本主日午堂崇拜承蒙北角循道學校莊素妹校長及丹拿山循道學校徐婉碧校長分享
學校事工，本堂謹表謝意。
又藉此歡迎兩校同工、家長及北角循道學校詩班獻詩。
崇拜後本堂安排接待午餐，懇請各位已報名之兩校同工、校董及堂區議會成員移玉
步到富港酒樓(香港北角七姊妹道健康邨二期地下)共進午餐，團契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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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堂區議會信徒會友代表
按照本會《法規》第六章之規定，堂區議會(簡稱「堂會」)，由總議會教牧人
員、堂區教牧人員及義務教士、堂本牧區區長、堂本事奉群組代表及信徒會友代
表(每二十名成年會友選一位代表)等組成。會友代表候選人名單必須經由堂會審核
通過。另外，凡已接受洗禮、堅信禮，或由友會別堂薦入之成年會友，均擁有投
票選舉權。
為使會友代表選舉順利進行，本堂會友代表提名小組已初擬會友代表候選名
單，並業經九月十一日堂會審議通過。但為免遺漏一些熱心事奉之人選，歡迎弟
兄姊妹另作提名(請留意候選人資格必須年滿十八歲及受洗加入本堂三年或以
上)。現將業經堂會審議通過之名單張貼於川堂報告板上，以作參考。如有新的提

名，請將名單(須提薦人、相關牧區區牧及區長簽名)，最遲在九月三十日遞交給堂
主任陳牧師。
為有助選舉發揮「正能量」的作用，並避免選舉過後出現「錯配」的情況，
若有弟兄姊妹知道自己可能因工作緣故或其他原因，未能在未來一年履行堂區代表
職務的話，請最遲在九月三十日以書面通知堂主任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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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育工作者奉獻禮
(請凡擔任學校教育工作者及校董的人士站立)

宣 召

.................................牧師/會吏宣讀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當中有教育工作者聚集在上帝面前，都是
蒙主選召擔任教育工作的。他們既樂意把自己獻給上帝，投身基
督教教育事業，我們就應當欽佩他們，支持他們，為他們禱告。
求主感動他們，使他們忠誠獻身，以敬畏上帝的心和忠實的心，
盡己責任，歸榮耀與上帝。

經

訓 ...............................牧師/會吏宣讀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九:10）

啟 應 文 ..................牧師/會吏讀啟，教育工作者讀應
啟：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職事也有分別，主卻是一位。

應：只有一位是我們的尊師，就是基督。
啟：你們是與上帝同工的。

應：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啟：你們當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

應：這事誰能當得起呢？沒有上帝，我們一無所成。
啟：上帝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你們，使你們能多行各樣的善事。

應：那召我們本是信實的，祂必成就這事。

祈

禱 .......... 牧師、會吏、學校教育工作者、會眾同讀

全能的上帝，我們感謝你，因你將不同的恩賜加給我們，叫我們能在
不同的崗位上見證你。我們今日特別將當中擔任教育工作的交託在主
手中，求主幫助他們能本愛心和忍耐，教導你所托付他們的學生。又
求主幫助我們，能用禱告支持他們，使他們在工作上，得蒙你的引導
和帶領，得著智慧的心，輔導學生，在德、智、體、群、美、靈各方
面都能成長。靠賴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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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堂崇拜程序
地
主

點：百福道四號禮堂
席：周錦棠弟兄

時

間：上午九時卅分

敬拜讚美 ................................ 郭偉恆弟兄
〈讓我謙卑屈膝俯拜〉〈我心尊你為大〉〈一生跟隨你〉

讀

經 .......主題：「遵主教導 · 作眾之僕」 ...... 眾 坐
箴言
雅各書
馬可福音

31：10 - 31
3：13 - 4：3, 7-8 上
9：30 - 37

舊約 966 頁
新約 365 頁
新約 67 頁

麥蔡麗華姊妹
崇拜主席

講
道 . ........ .「求馬唐肆」 ......... 黃可安宣教師
回應詩/奉獻 .................................... 敬拜隊
羽毛球頒獎禮 ................................. 教牧同工
學校教育工作者奉獻禮 ...................... 牧師 / 會吏
(請參閱崇拜週刊第 5 頁)

家事分享 ....................................... 主 席
聖 餐 禮 ....................................... 眾 坐
差遣祝福 .................................... 教牧同工
~~~~~~~~~~~~~~~~~~~~~~~~~~~~~~~~~~~~~~~~~~~~~~~~~~~~~~~~~~~~~~~~~~~~~~~~~~~~

今主日慈善獻金全數捐助

「風雨蘭」

全港首間性暴力危機中心「風雨蘭」成立於 2000 年。免費提供包括
即時輔導、法醫檢查、錄取口供、提供事後避孕、性病檢查及預防治療、
法律資訊等適切支援，以協助全港遭受性暴力的女性重建自尊自信。
風雨蘭在九龍及新界設有一站式危機中心，結合各服務及相關程序於中心內
進行，避免幸存者周旋於不同部門之間，重複講述被害經驗，加深創傷。
危機中心所提供的二十四小時一站式服務，可以減低受害人因揭露性侵犯事
件而再度受創的機會，並每年為超過二百位受害女性及其家人提供可靠的服務。
服務對象：十四歲以上受性暴力傷害的女性、其家人及支援者、相關的專業人士
請於捐封註明「風雨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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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港幣八十萬元
用途：支持本堂校園牧區之宣教事工，以及本堂堂所之改善工程，
各佔一半。

捐獻者請使用綜合捐封，在「堂慶」一欄填寫奉獻款額

已收$ 330,369.32

【尚欠：$469,630.68】

懸掛 8 號風球或以上，中堂崇拜暫停舉行
經 2018 年 9 月 11 日堂區議會會議通過，由於中堂崇拜時，所需之
事奉人員較多，以及場地預備較為繁複，亦牽涉丹拿山循道學校管理。
故此，凡懸掛 8 號風球或以上，中堂崇拜暫停，
早堂(上午 9:00)及午堂(上午 11:00)則如常進行。
請弟兄姊妹因應自己及交通安全，決定是否參加崇拜/參與事奉，
或逗留在家中，自行唱詩、讀經和祈禱。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北角堂
全教會-「讀、聽、行」—讀經計劃 2018
已登記參加「讀、聽、行」讀經計劃的弟兄姊妹，請到接待處索取

9 月份「讀經小冊子」及將 8 月份讀經進度表投入「收集箱」
下週講壇「讀、聽、行」靈修經文
日期
24/9/2018
25/9/2018
26/9/2018
27/9/2018

經文
以斯帖記 9:20-22
馬可福音 9:38-41
馬可福音 9:42-50
雅各書 5:13-20

日期
28/9/2018
29/9/2018
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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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約伯記 1:1, 2:1-3
約伯記 2:4-10
詩篇 26:1-12

家成牧區籌辦

《 家長學堂 》
課程目的：與子女共同成長，建立快樂的親子關係
日期：14/10, 21/10, 28/10, 4/11, 11/11, 18/11, 25/11, 2/12, 9/12, 16/12, 13/1, 20/1
(逢主日，共 12 堂）
時間：上午 11 時至中午 12 時半
地點：北角循道學校
對象：子女就讀小學或以下之家長
費用：每位家長港幣 200 元（為鼓勵父母一同參與，父母同行亦只收費$200）
課程內容：
日期
14-10-18

講員/負責人
兩校助理校牧及校長

題目
與你初相識

21-10-18

李富成牧師
（前小學校長）
徐婉碧校長
（丹拿山循道學校校長）
鄭啟良先生
(丹拿山循道學校助理校牧)
鄭譚佩雲女士
（資深編輯）
吳思源先生
（資深文字工作者）
伍美彩女士
（全人生命教育學會理事）

孩子的良好品格是如
何煉成的？
Happy Pa Ma
Joyful Kids
親子同樂無限 Fun (1)

28-10-18
4-11-18
11-11-18
18-11-18
25-11-18

2-12-18
9-12-18

16-12-18
13-1-19

鄭啟良先生
(丹拿山循道學校助理校牧)
麥禮煥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英語翻譯系
高級講師)
莊素妹校長
（北角循道學校校長）
王惠瑛女士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系
兼任講師)

內容
親子遊戲，彼此認識
品格塑造孩子的人生，作為家長
你懂得「育品」嗎？
父母要開心建立緊密的關係，才
會培育出開心喜樂的兒童
透過親子遊戲學習合作精神

父母子女同成長

如何陪伴子女渡過小學生涯

尋根問底覓創意

作個富創意、有幽默感的家長才
可孕育創意孩童
如何向子女提供生命教育

從錯誤中不斷學
習 –
生命教育的反思
親子同樂無限 Fun (2)
英語冇難度

溝通妙法，管教有序
晴天雨天孩子天 –
正向情緒管理

20-1-19

透過親子遊戲學習合作精神
教導子女學習英語的方法、技巧
及正確心態
分享如何有效的溝通及如何作
出恰當的管教。
介紹正向管教模式和培養孩子
的樂觀感

親子旅行

報名方法：請在接待處索取報名表，並將已填妥的報名表連同支票於 30/9/18 前交回
查詢：陳德昌牧師／何何少雲區長／李唐妙玲姊妹（9478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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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快訊
學 員 招 募 目 標 ： 30-60 名 成 人
感謝上主垂聽禱告，萬分感恩，經連續多週代禱守望，
現已有 58 名成人及 28 名兒童報名參加第五屆啟發課程。
同時祈禱組亦正為超過 50 名邀請對象祈禱守望。請繼續禱告守望，
並加緊邀請未信主的親朋好友參加。
認 獻 晚 膳 甜 品 /水 果 計 劃
大家可以個人名義或團契小組名義作現金捐獻支持(每課甜品/水果費為 HK$800)或
親自為大會製作甜品(預備份量為 100 人)。請認獻者可向潘志華弟兄或魏佩珊宣教
師聯絡。
代禱
1. 請為啟發營會代禱，因還未找到適合營地。
2. 請繼續為參加者祈禱守望，願她/他們能順利完成整個課程。

【啟發團隊訓練二：祈禱服待】
今主日啟發團隊訓練二【祈禱服待】於下午 3 點至 4 點半在丹循學校 1 樓學生活動中
心內進行。請所有團隊成員盡全力出席，亦歡迎所有弟兄姊妹一同來經驗祈禱服待。
查詢及報名，請聯絡潘志華弟兄或魏佩珊宣教師。

~~~~~~~~~~~~~~~~~~~~~~~~~~~~~~~~~~~~~~~~~~~~~~~~~~~~~~~
崇拜守時 ˙ 敬主愛人
主日崇拜乃敬拜上帝、與主親近的重要時刻，準時出席崇拜，甚或提早到禮
拜堂預備心靈，不但表露我們對上帝的敬愛，也表達我們對弟兄妹的關愛之
情。準時出席崇拜，可避免影響弟兄姊妹投入崇拜當中，誠為美事。
祈願弟兄姊妹在上帝的幫助下，準時赴會，
一同享受崇拜的喜樂平安。
9

栽培事工統籌委員會

＜以色列之行＞
以色列之行：以色列歷史是瞭解聖經的一條金鎖匙，是救恩的重要里程?

10 月 13 日

新約行---跟隨耶穌的腳蹤

梁慈光牧師

時間：禮拜六下午 5 時至 7 時

地點：二樓會議室
報名：填寫「活動報名表」或向馬詩詠姊妹、黃德馨會吏查詢
截止日期：講座前的主日
~~~~~~~~~~~~~~~~~~~~~~~~~~~~~~~~~~~~~~~~~~~~~~~~~~~~~~~~~~~~~~~~~~~~~~~~~~~~

9 月 16 日崇拜出席人數及各項奉獻
早堂
（準時）
13 人
（13）

合計
午堂
（準時） （準時）
12 人
25 人
（12）
（25）

聖餐早堂
(兒童)

85
(-)

聖餐中堂 聖餐午堂
(兒童)
(兒童)

(-)

194 人
(20)

合計

279 人
(20)

名 稱
金 額
名 稱
金 額
名 稱
金 額
金 額
主 日
615.00 牧 區
修 葺
積 財 於 天！
堂 費
10,000.00 感 恩 2,000.00
宣 教
重建國際禮拜堂-藍袋
堂 慶
5,000.00
640.00 合 計 18,255.00
~~~~~~~~~~~~~~~~~~~~~~~~~~~~~~~~~~~~~~~~~~~~~~~~~~~~~~~~~~~~~~~~~~~~~~~~~~~~

代 禱 事項
為教會的事工：
為本會中、小、幼學校教育事工的發展代禱，為各中、小、幼的校長及教職員代禱，
求主賜給各位教職員工有更大的信心、愛心和智慧，努力實踐本會的教育理念，使學
生在「德、智、體、群、美、靈」等方面都得培育成長。
為肢體的需要：
願主看顧和醫治病患的肢體早日康復，信心接受復康過程 (周盧鳳群、潘李曼超、
鄧李琼)。
為社會的需要：
為香港颱風「山竹」所所帶來的影響代禱，求主賜政府官員智慧，使受影響的地方
盡快回復正常。
~~~~~~~~~~~~~~~~~~~~~~~~~~~~~~~~~~~~~~~~~~~~~~~~~~~~~~~~~~~~~~~~~~~~~~~~~~~~

會友消息
洪思羽、陳鳳英伉儷於 9 月 7 日在東區尤德夫人醫院蒙主恩誕下男嬰，重六點八磅，
母子平安，感謝主恩。
本堂會友梁農任弟兄於 9 月 8 日在北區大嶼山醫院主懷安息。安息禮拜謹訂於 9 月 26
日(禮拜三)上午 10:00 假世界殯儀館舉行，並隨即運柩往柴灣哥連臣角火葬場舉行火葬禮
儀，敬希記念代禱，願主安慰其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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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主題：彰顯公義
行公義和公平比獻祭更蒙耶和華悅納。箴言 21：3

總議會、各堂及其他消息 ＊
本會宣教牧養委員會屬下歷奇福音事工執行委員會主辦
招募「荊火 20 號」中六學生福音營籌委
本委員會致力透過野外歷奇體驗，將福音帶給本會屬校、宣教幹事協助福音工作之中
學及堂會之應屆中六學生，讓他們感受主愛與同在。今天教會中不少年青基督徒，亦因著
「荊火」福音營而認識上帝，加入教會，甚至投身全職事奉，可見這確是一個有意義並且
值得舉辦之活動。現「荊火 20 號」需要更多有心志之弟兄姊妹一同參與事奉，盼望你能加
入籌委團隊，分享籌辦野外福音營之樂趣。
資 格：1．本會 18 歲以上已受洗之基督徒並獲堂主任推薦；
2．曾擔任「荊火」營會工作人員最少兩年；
3．喜歡與少年人相處；
4．願意承擔工作，有使命感及責任感；
5．有健康體格，喜歡戶外活動；
6．必須擁有「一級山藝證書」、「低結構技術證書」及「歷奇解說證書」。
∮

截止日期：2018 年 10 月 15 日（禮拜一） ∮

所有申請將經甄選後個別通知，
請預留 11 月 14 日（禮拜三）下午 7 時 30 分出席籌備會議
請於本會網站 www.methodist.org.hk/news/activities/下載報名表
查詢請致電聯絡總議會辦事處黎凱婷女士(3725 4533)或許曼芝女士(3725 4531)

~~~~~~~~~~~~~~~~~~~~~~~~~~~~~~~~~~~~~~~~~~~~~~~~~~~~~~~~~~~~~~~~~~~~~~~~~
本會宣教牧養委員會屬下聖樂事工執行委員會主辦
「全方位快樂祭司」

聖樂事奉人員退修日

日
期：2018 年 12 月 1 日（禮拜六）
時
間：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地
點：本會國際禮拜堂（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
內
容：主題講座、個人反思、分享交流、練習及獻呈、同領聖餐
對
象：本會各堂詩班員、敬拜隊員及心靈舞蹈員
名
額：90 位
費
用：每位$50（敬備簡單午膳）
截止報名：2018 年 11 月 23 日（禮拜五）
請於本會網站 www.methodist.org.hk/news/activities/下載報名表
查詢請聯絡總議會辦事處李栢怡女士（3725 4532）或許曼芝女士（3725 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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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育主日今主日隆重舉行
本會辦學六十多載，至今共辦有八所中學、十一所小學及十二所幼稚園幼兒園【註1】，
學生人數逾一萬六千人，教師人數逾一千三百人，實有賴上帝恩典及眾同工同道熱心支持。
舉辦學校教育主日之目的，在於透過崇拜讚美，感謝上帝帶領本會教育事工發展，加強堂
會及學校之聯繫，呼籲從事教育工作之會友重新奉獻，作出更美好的見證，並鼓勵會友關
注本會學校教育工作。
今主日派發「學校福音工作奉獻封」
本會實踐辦學與宣教並重的理念，貫徹全人教育。自二０一三年開始，於學校教育主
日為屬下中、小學之福音工作收集奉獻，以支持彼等舉辦學生團契、學校宣教活動、福音
週、福音營會及設立基督少年軍及基督女少年軍等，奉獻目標訂為港幣廿五萬元。今主日
將派發捐封，亟盼主內同道熱心支持。
第卅四屆教師研討會於九月廿四日假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舉行
為表達對教育事工之關注及幫助屬校教師對其應關注之課題有更深入認識，本年度
「學校教育日教師研討會」於九月廿四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舉行，主
題為「時代中的磐石」，邀得本會會長林崇智牧師證道，以及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營運
總裁劉進圖先生作專題演講，誠邀各校校監、校牧、助理校牧及本會社會服務機構總幹事
出席，懇請代禱記念。

【註 1】政府資助中學八所：
炮台山循道衞理中學

葵涌循道中學

李惠利中學

循道中學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衞理中學

華英中學

政府資助小學十一所：
亞斯理衞理小學

循道學校

藍田循道衞理小學

馬鞍山循道衞理小學

北角循道學校

北角衞理小學

沙田循道衞理小學

丹拿山循道學校

將軍澳循道衞理小學

大埔循道衞理小學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非牟利幼稚園幼兒園十二所：
觀塘循道幼稚園

鯉魚門循道衞理幼稚園

筲箕灣循道衞理幼稚園

將軍澳循道衞理幼稚園

大埔循道衞理幼稚園

亞斯理幼稚園幼兒園

愛華村堂幼稚園幼兒園

主恩堂幼稚園幼兒園

何文田循道衞理楊震幼兒學校

北角衞理堂幼稚園幼兒園

循道衞理田灣幼稚園幼兒園 油麻地循道衞理楊震幼兒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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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國際禮拜堂暨總議會大樓計劃 快
(第 217 期)

訊

１．「We Build．We Share．We are ONE」步行籌款
日期：二０一八年十月廿一日（主日）
起步禮時間：下午 3 時正
集合及起步禮地點：衞斯理大樓（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
步行路線（二選其一）：
1. 灣仔寶雲道健身徑（斜路及梯級）或
2. 堅尼地道、石水渠街一帶，行區祈禱（微斜）
步行籌款已第五年舉辦，為答謝弟兄姊妹熱心支持，步行完畢後
參加者可獲贈紀念獎牌一面，設計精美並具紀念價值！更可參加
國際美食嘉年華會及參觀新大樓，切勿錯過！請即向所屬堂會索
取表格報名參加，並邀請親朋好友支持您！
２．衞斯理大樓設備及物品認獻計劃
新大樓已於五月啟用，各層地方均需添置大量設備，誠邀弟兄姊妹挑選你特別喜歡的
物品和地方，作出設備及物品的奉獻。計劃於五月開展至今已獲累積奉獻約一百五十
萬元，感謝大家的支持。目前尚有多項設備及物品仍待認獻，其中祈禱室之軟墊及地
氈 38 套（每套 400 元）、禮堂椅子 648 張（每張 800 元）、辦公椅 106 張（每張 2,500
元）及 7 樓活動室影音系統 5 套（每套 15,000 元）等，請參閱有關計劃之單張。本計
劃之認獻者，將於今年十一月隨「新廈感恩奉獻禮暨開放日」出版之徵信錄中，具名
鳴謝。
歡迎弟兄姊妹以個人、家庭或小組名義奉獻。各計劃詳細單張及奉獻表格可於網頁下
載 www.methodist.org.hk/rdev/miccob。如有任何垂詢，請致電 25280186 與項目幹事馬筠
麗女士聯絡。

~~~~~~~~~~~~~~~~~~~~~~~~~~~~~~~~~~~~~~~~~~~~~~~~~~~~~~~~~~~~~~~~~~~~~~~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愛華村堂急聘
庶務員一名
負責教會一般庶務及地方之清潔；須外勤；
每週工作六天（48 小時）
，輪班；逢禮拜五晚、六、日必須當值；
有相關清潔工作經驗者優先；
富責任感，為人忠誠可信，勤奮主動；
享有醫療津貼、強積金及有薪年假
有意者可電郵（becky.ho@epw.methodist.org.hk）或郵寄履歷連要求薪金逕交香港柴灣道 100
號三字樓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愛華村堂何慧儀牧師，信封面請註明「應徵庶務員」，合則約
見。（資料只作招聘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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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衞斯理大樓

社會服務樓層
「共享空間，創業新猷」研討會

座落灣仔堅尼地道口的國際禮拜堂暨總議會大樓（衞斯理大樓）12 樓，面積約 3,000
平方呎，將建構成一個設計新穎的「共享空間」，以供「創業者」在這裏將夢想化為事業，
金齡人士開展人生下半場，或退休人士延續及發展事業及興趣等。
這空間亦是一個交流平台，透過使用者激勵和互動交流，助你夢想成真。是次研討會
除介紹「共享空間」之運作及使用方法外，亦將安排實地參觀，並邀得三位頗具特色與成
效超卓的創業者分享經驗，以及介紹廿一世紀自僱創業的趨勢與特色。歡迎各位弟兄姊妹
邀請親朋好友一同參加。研討會詳情如下──
日 期：二０一八年九月廿九日（禮拜六）
時 間：上午十時正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地 點：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衞斯理大樓十三樓會議廳（1302）
嘉 賓：司徒永富博士（鴻福堂集團執行董事、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主席）
王緯彬先生
(哈佛大學神學碩士、香港十大傑出設計師、設計教會項目逾 200 個）
陳國雄博士
（本會沙田堂會友、「使命營商」平台創辦人、香港科技大學兼任教授）
報 名：填妥下列報名表格後傳真（2866 1879）或
電郵(aes.ss@methodist.org.hk)至總議會辦事處，或於 http://bit.do/ewkrm
提交網上報名，截止日期為 9 月 26 日（禮拜三）
查 詢：請致電 2528 0186／3725 4540 與辦事處同工黃潔瑩女士聯絡
-

----------------------------------------------------------------------------------「共享空間，創業新猷」研討會報名表

姓

名：

所屬堂會：

電

郵：

聯絡電話：

本人以及

位親友將出席九月廿九日舉行之簡介會。

填表日期：

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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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

------------------------------

北

角

堂

經

常

聚 會

一

覽

表

長青牧區 (55 歲或以上)
成年及婦女團契 每月第三個禮拜四下午二時半
九月廿七日長青牧區下半年生日會
耆 欣 團契
禮拜四上午十時正
九月廿七日長青牧區下半年生日會
家成牧區 (35 – 65 歲)
迦 南 組
第二主日午堂崇拜後
週會
開心。家。油站 隔週六晚上七時半
九月廿九日 美婚重聚日
幸福。家。油站 每月第二及四主日下午一時正
週會
以 斯 帖組
禮拜一上午十時正
分享會
男人新部落
隔週五晚上七時半
週會
青成牧區 (18 – 55 歲)
約書亞團
禮拜六下午六時正
週會
約旦河團契
禮拜六下午七時半
週會
靈享組
禮拜六晚上七時半（每月首個週六除外） 九月廿三日學校教育主日協助
但以理團契
禮拜六晚上七時十五分
服侍及傳福音
大衛組
隔週二晚上七時半
十月九日
豐盛生命之旅
安提亞組
隔週二晚上七時四十五分
十月二日 使徒行傳 VCD 及代禱分享
路得組
隔週五晚上八時正
十月五日
舊約概論 – 詩篇
阿摩司組
隔週五晚上八時正
九月廿三日學校教育主日協助
少青牧區 (3 – 25歲在學青年)
基督少年軍
禮拜五晚上七時十五分 幼級、初級及中級：恆常訓練
2
禮拜六下午二時正
週會
Teen (中學)
iMatch (中學/大專) 禮拜六下午二時正
週會
下主日經文主題
MSN 學前級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
週會
互相配搭 · 彼此代求
MSN 小學級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
週會
以斯帖記 7:1-6,9-10,9:20-22
7UP (中學/大專)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
週會
雅各書
5：13 –20
JFM (大專)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
週會
馬可福音 9：38 - 50

崇拜/祈禱會
月禱會
下主日早堂崇拜
下主日中堂崇拜
下主日午堂崇拜
早
敬

主
宣
義

每月第二主日之禮拜四晚上八時
十月十八日
禮拜日上午九時正
葉菁華義務教士
禮拜日上午九時半
陳德昌牧師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
葉菁華義務教士
事奉小組
電子週刊二維碼
堂 詩班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 練習
午堂詩班
禮拜日下午一時正
練習
拜 隊 禮拜三下午七時卅分 練習
探 候 團
禮拜三上午九時卅分 探訪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
丹循福音使命團 第三主日上午十一時正
同工團隊
任：陳德昌牧師 (內線 120)
堂區會吏：黃德馨會吏(內線 121)
教 師：鄭啟良先生 25615822、魏佩珊女士(內線 122) 行政助理：梁詠詩女士(內線 125)
黃可安先生(內線 123)、曾詠屏女士(內線 124)幹
事：許慧芬女士(內線 126)
務 教 士：陳升惕先生、葉菁華先生
事 務 員：吳惠芬女士、
何綺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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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午堂經文)
箴言 第三十一章 第 10-31 節
31:10
31:11
31:12
31:13
31:14
31:15
31:16
31:17
31:18
31:19
31:20
31:21
31:22
31:23
31:24
31:25
31:26
31:27
31:28
31:29
31:30

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她的價值遠勝過寶石。
她丈夫心裏信賴她，必不缺少利益；
她終其一生，使丈夫有益無損。
她尋找羊毛和麻，歡喜用手做工。
她好像商船，從遠方運來糧食，
未到黎明她就起來，把食物分給家中的人，將當做的工分
派女僕。
她想得田地，就去買來，用手中的成果栽葡萄園。
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
她覺得自己獲利不錯，她的燈終夜不滅。
她伸手拿捲線桿，她的手掌把住紡車。
她張手賙濟困苦人，伸手幫助貧窮人。
她不因下雪為家裏的人擔心，因為全家都穿上朱紅衣服。
她為自己製作被單，她的衣服是細麻和紫色布做的。
她丈夫在城門口與本地的長老同坐，為人所認識。
她做細麻布衣裳來賣，又將腰帶賣給商家。
能力和威儀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後的景況就喜笑。
她開口就發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教誨。
她管理家務，並不吃閒飯。
她的兒女起來稱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稱讚她：
「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獨你超過一切。」
魅力是虛假的，美貌是虛浮的；惟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
稱讚。
16

31:31 她手中的成果你們要賞給她，願她的工作在城門口榮耀
她。
雅各書 第三章 第 13 節 至 第四章 第 3 節，第 7-8 節上
3:13 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的呢？他就當在智慧的溫柔上
顯出他的善行來。
3:14 你們心裏若懷著惡毒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自誇，不可說
謊話抵擋真理。
3:15 這樣的智慧不是從上頭下來的，而是屬地上的，屬情慾的，
屬鬼魔的。
3:16 在何處有嫉妒、自私，在何處就有動亂和各樣的壞事。
3:17 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
滿有憐憫和美善的果子，沒有偏私，沒有虛偽。
3:18 正義的果實是為促進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種出來的。
4:1 你們中間的衝突是哪裏來的？爭執是哪裏來的？不是從你
們肢體中交戰著的私慾來的嗎？
4:2 你們貪戀，得不著就殺人；你們嫉妒，不能得手就起爭執和
衝突；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
4:3 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妄求，為了要浪費在你們的宴
樂中。
4:7 所以，要順服上帝。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逃避你們；
4:8 要親近上帝，上帝就必親近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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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第五章 第 1-11 節
5:1 耶穌站在革尼撒勒湖邊，眾人擁擠他，要聽上帝的道。
5:2 他見有兩隻船靠在湖邊，打魚的人卻離開船，洗網去了。
5:3 有一隻船是西門的，耶穌就上去，請他把船撐開，稍微離岸，
就坐下，在船上教導眾人。
5:4 他講完了，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深的地方下網打魚。」
5:5 西門說：「老師，我們整夜勞累，並沒有打著甚麼。但依從
你的話，我就下網。」
5:6 他們下了網，圈住許多魚，網險些裂開，
5:7 就招手叫另一隻船上的同伴來幫助。他們就來，把魚裝滿了
兩隻船，船甚至要沉下去。
5:8 西門‧彼得看見，就俯伏在耶穌膝前，說：「主啊，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
5:9 他和一切跟他一起的人對打到了這一網的魚都很驚訝。
5:10 他的夥伴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也是這樣。耶穌對西
門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5:11 他們把兩隻船靠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從了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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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堂經文)
箴言 第三十一章 第 10-31 節
31:10
31:11
31:12
31:13
31:14
31:15
31:16
31:17
31:18
31:19
31:20
31:21
31:22
31:23
31:24
31:25
31:26
31:27
31:28
31:29
31:30

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她的價值遠勝過寶石。
她丈夫心裏信賴她，必不缺少利益；
她終其一生，使丈夫有益無損。
她尋找羊毛和麻，歡喜用手做工。
她好像商船，從遠方運來糧食，
未到黎明她就起來，把食物分給家中的人，將當做的工分
派女僕。
她想得田地，就去買來，用手中的成果栽葡萄園。
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
她覺得自己獲利不錯，她的燈終夜不滅。
她伸手拿捲線桿，她的手掌把住紡車。
她張手賙濟困苦人，伸手幫助貧窮人。
她不因下雪為家裏的人擔心，因為全家都穿上朱紅衣服。
她為自己製作被單，她的衣服是細麻和紫色布做的。
她丈夫在城門口與本地的長老同坐，為人所認識。
她做細麻布衣裳來賣，又將腰帶賣給商家。
能力和威儀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後的景況就喜笑。
她開口就發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教誨。
她管理家務，並不吃閒飯。
她的兒女起來稱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稱讚她：
「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獨你超過一切。」
魅力是虛假的，美貌是虛浮的；惟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
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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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 她手中的成果你們要賞給她，願她的工作在城門口榮耀
她。

雅各書 第三章 第 13 節 至 第四章 第 3 節，第 7-8 節上
3:13 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的呢？他就當在智慧的溫柔上
顯出他的善行來。
3:14 你們心裏若懷著惡毒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自誇，不可說
謊話抵擋真理。
3:15 這樣的智慧不是從上頭下來的，而是屬地上的，屬情慾的，
屬鬼魔的。
3:16 在何處有嫉妒、自私，在何處就有動亂和各樣的壞事。
3:17 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
滿有憐憫和美善的果子，沒有偏私，沒有虛偽。
3:18 正義的果實是為促進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種出來的。
4:1 你們中間的衝突是哪裏來的？爭執是哪裏來的？不是從你
們肢體中交戰著的私慾來的嗎？
4:2 你們貪戀，得不著就殺人；你們嫉妒，不能得手就起爭執和
衝突；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
4:3 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妄求，為了要浪費在你們的宴
樂中。
4:7 所以，要順服上帝。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逃避你們；
4:8 要親近上帝，上帝就必親近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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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第九章 第 30-37 節
9:30 他們離開那地方，經過加利利；耶穌不願意人知道，
9:31 因為他正教導門徒說：「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裏，他們要
殺害他；被殺以後，三天後他要復活。」
9:32 門徒卻不明白這話，又不敢問他。
9:33 他們來到迦百農。耶穌在屋裏問門徒說：「你們在路上議
論的是甚麼？」
9:34 門徒不作聲，因為他們在路上彼此爭論誰最大。
9:35 耶穌坐下，叫十二個使徒來，說：「若有人願意為首，他
要作眾人之後，作眾人的用人。」
9:36 於是耶穌領一個小孩過來，讓他站在門徒當中，又抱起他
來，對他們說：
9:37 「凡為我的名接納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納我；凡接
納我的，不是接納我，而是接納那差我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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