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2月 13日 【顯現後第六主日】    第 7期 
  

「福與禍」之間 
鍾浩然 

今主日福音書經課選自路加福音六章 17-26 節，被喻為「平原寶訓」（直至 49 節）。

路加的「平原寶訓」可說是馬太「登山寶訓」（馬太福音五至七章）的濃縮版。相比馬

太，路加沒有刻意將當時社會階級問題淡化，而是選擇將現世生活的實際苦難，以及

社會階級中的高低、貧富、強弱、貴賤的實況呈現出來，目的是要提醒當時耶穌的跟

隨者，在充滿「福與禍」張力的世界中，要持守和實踐上帝國的價值。 

耶穌以「四福」（20-23 節）向門徒解釋上帝國的價值究竟是甚麼一回事，當中他

提及「貧窮」、「飢餓」、「哭泣」及「被恨惡」的重點，不是在於人肉體上的狀況，

而是在於人靈性上的一種自覺與表現。因此，「貧窮」可以理解成承認自己靈性上貧

乏；「飢餓」可以理解成對實踐上帝國價值的渴望；「哭泣」可以理解成為罪惡或不公

義的事情而悲傷；「被恨惡」可以理解成實踐上帝國的價值時所受到的迫害。 

「四福」之後，耶穌就以「四禍」（24-26 節）向那些富裕及有權勢的人作出提醒。

不過，耶穌這裏不是要否定所有富裕者或有權勢的人，而是要挑戰他們去認識信仰的

真諦，以及其對應生活的責任。毫無疑問，「四福」與「四禍」凸顯了上帝國的價值與

世俗的價值之間鮮明的對比和逆轉，顛覆了社會主流的想法，甚至向每位跟隨基督的

人作出挑戰，就是當我們身處於「富足、飽足、歡笑、被讚美」這些世人看似是「有

福」的境況時，我們是否只將注意力投放在物質世界和權力上，而忘記實踐上帝國的

價值，即是走進世界，主動關懷弱勢及被壓迫的社群。相反，當我們身處於「貧窮、飢

餓、哭泣、被恨惡」這些世人看似是「有禍」的境況時，我們又是否仍能堅持信念、謙

卑順服，並相信上帝會繼續施恩賜福給我們。 

然而，今主日路加福音的經課提醒我們，「福與禍」從來都不是由世俗的價值去定

義，而是由那位滿有恩典和憐憫的上帝去決定，所以不論我們的身分和地位如何，只

要我們願意信靠上帝，以積極的態度實踐上帝國的價值，就可以得着他的應許和福氣。 

弟兄姊妹，今日你究竟又身處於那種境況當中？願聖靈幫助我們在這充滿「福與

禍」張力的世界裏面，活出上帝國的價值，以至我們能真正經驗那份從主而來的福氣。 

 

 

 

轉變的世界 上帝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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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緊記關掉手提電話及傳呼機，虔備心靈，準備崇拜 
 

 

直播主日聯合崇拜 
 

日期：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三日﹝主日﹞ 時間：上午十時正 

主席：黃可安宣教師         司琴：梁萃瑤姊妹(預錄) 

 
預備禮  
 
 

宣  召 ........................................ 眾 立 
 

「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詩篇 1：6) 
 

 

 

唱    詩 ........ 「萬世之宗歌」（普頌第 3首） ...... 眾 立 
 

聖道禮  
 

讀  經 .......主題：「禍福由主  信不徒然」 ..... 眾 坐 
 

     

耶利米書    17：5 – 10     舊約 1150頁 黃德馨牧師 

哥林多前書  15：12 – 20    新約 266頁  

路加福音     6：17 – 26    新約 97頁 崇拜主席 
 

 

講  道 . ....... 「安心通行證」 ......... 鄭啟良宣牧師 
 

回應禮  
 

回 應 詩 ... 「真神名號當頌揚」（普頌千禧第 11首） .. 眾 坐 

奉    獻  ....................................... 眾 坐 

家事分享  ..................................... 教牧同工 

牧    禱  ....................................... 眾 坐 

差遣禮 

唱  詩 ...... 「成全主旨歌」（普頌第 597 首） .... 眾 立 
 

差遣祝福  ..................................... 教牧同工 
默 禱 片 刻 ！ 主 禮 人 先 退 席 後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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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事 分 享】 
 

1. 歡迎 

 各人在家收看直播，同心崇拜主。 

2. 暫停現場實體崇拜  

參照最新香港政府頒布之抗疫措施，本堂有以下聚會變動，敬請留

意：  

   暫停現場實體崇拜，改為早上 10時網上直播，直至另行通知。

請各位留家收看參與。 

 由二月十日至二月二十三日暫停開放禮拜堂，除本會受薪同工外，

弟兄姊妹請勿回到禮拜堂。 

 團契小組須採用網上聚會形式。 

 由於政府於二月八日宣佈進一步收緊防疫政策，其中包括將所有宗

教場所納入香港法例 599F章的表列處所中，二月廿四日之後，若能

夠重開，亦會受到疫苗通行證計劃的限制，即所有進入本會堂所的

人士，均需要出示接種新冠疫苗紀錄。我們明白接種疫苗與否乃個

人選擇，盼望大家能按個人情況認真考慮，若有弟兄姊妹因未能接

種疫苗而暫時未能回到禮拜堂參與現場聚會，我們盼望大家能透過

不同方式保持聯繫，互相關心。若有任何需要，請隨時與同工聯

絡。 

~~~~~~~~~~~~~~~~~~~~~~~~~~~~~~~~~~~~~~~~~~~ 
代 禱 事 項  

為教會的事工： 

➢ 為受疫情影響的教會相交生活禱告，求主保守我們彼此關心，以基督各樣的

智慧和愛心，互相支援度過難關。 

為肢體的需要： 

➢ 願主保佑患病及留院會友得痊癒，保障醫療及長者院舍的前線人員身心健

康，加強防疫守護老弱病人。 (黃潔兒、潘翠茵、張耀榮、蘇民仰、及 

周國祥) 

為社會的需要：  

➢  為因疫情嚴峻暫停面授課堂的中、小學生禱告，尤其中學會考生學習的緊

迫。求主幫助學生們維持學習進度，亦給予老師在這期間有充份支援，進行

家中網上授課。 

➢  求主憐憫我們，為最近出現新變種病毒在世界各地的感染個案激增祈禱，保

守各國政府提升防疫，實施各地合宜應對措施，阻止病毒不斷擴散和危害生

命。 

https://www.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s://thumbs.dreamstime.com/b/%E7%A5%88%E7%A5%B7%E7%9A%84%E6%89%8B%E5%89%AA-%E7%BE%8E%E6%9C%AF-41064124.jpg&imgrefurl=https://cn.dreamstime.com/%E5%BA%93%E5%AD%98%E4%BE%8B%E8%AF%81-%E7%A5%88%E7%A5%B7%E7%9A%84%E6%89%8B%E5%89%AA-%E7%BE%8E%E6%9C%AF-image41064124&docid=YPWXGWlceQPmsM&tbnid=MxDbwDgU5_A2NM:&vet=10ahUKEwinkrKR0fbWAhUFqJQKHegwC9gQMwhJKBwwHA..i&w=629&h=900&bih=583&biw=1152&q=%E7%A5%88%E7%A6%B1%E6%89%8B&ved=0ahUKEwinkrKR0fbWAhUFqJQKHegwC9gQMwhJKBwwHA&iact=mrc&uact=8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url=https://www.canstockphoto.com.tw/%E9%B4%BF%E5%AD%90-%E4%BF%A1%E5%B0%81-%E5%8D%A1%E9%80%9A-15548762.html&psig=AOvVaw2HnvgKgPbuXMRUQR1PoUsl&ust=1595661731605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IQjRxqFwoTCJjRuaqt5eoCFQAAAAAdAAAAA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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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會事工統籌委員會主辦 
  

大齋期禁食和禱告操練 
 

在轉變中世界，我們仰望主同心獻上禱告，透過安靜

在主跟前，享受與上主同在的福份。大齋期將於三月

二日(蒙灰日崇拜)開始。信徒學效耶穌基督在曠野禁

食禱告，面對試探四十日。祈求復活主導引我們脫離

試探、兇惡，以聖言滋養我們的靈性，倚靠主的大能

大力作剛強的人。 

 

內容: 六週四十分鐘禱告會，以路加福音為中心，分享默想信息， 

一起為教會香港祈禱，得著在基督裏生命更新。  

 

1) 「大齋期晚禱 ZOOM」 

不論弟兄姊妹你身在何處，請預留四十分鐘一同參與聚會 

逢星期四 晚上九時 ZOOM 

日期：3月 3日、3月 10日、3月 17日、3月 24日、3月 31日、 

 4月 7日 
 

2) 「大齋期早禱會 」 

 在教會二樓實體舉行  逢星期五 上午八時四十五分 

 日期：3月 4日、3月 11日、3月 18日、3月 25日、4月 1日、 

  4月 8日 
 

3) 基督教文藝出版大齋期靈修材料及 APP 

 尚餘少量大齋期靈修手冊，如有需要，可向同工購買， 

 優惠價每本$30。 
 

查詢：教會電話 5702 4212 / 黃德馨牧師 
~~~~~~~~~~~~~~~~~~~~~~~~~~~~~~~~~~~~~~~~~~~~~~ 

 

2022 年 2 月 6 日崇拜出席人數及各項奉獻 
 

 

名稱 金 額 名稱 金 額 名稱 金 額 金額 

堂 費 21,800.00 感 恩 6,650.00 慈 善 10,000.00 

 

積財於天!  

合計：38,450.00 

 

觀看直播崇拜 ：143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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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成牧區舉辦》 

踏入虎年    ，家成牧區趁佳節舉辦「新春攝

影比賽」，現邀請所有家成牧區成員參加。 

最貼題 

大獎 

最感動 

大獎 

最多 Like 

大獎 

最具 

牧區特色 

大獎 

每幅得獎作品可獲贈【基道書樓】書劵價值一佰元正 

詳情請留意教會 whatsapp 通告及 Facebook 網頁。 

攝影主題：新春 規則 

 每位參加者最多 

   提供 2 張照片參賽 

 必須自拍或與家人同框 

 需為作品命名 

 請以四大獎項作參賽靈感 
 

  比賽結果於 3 月 27 日 

     崇拜日當天宣佈 

參加辦法 

請使用以下 QR code 

上傳作品 
 

       

 
 

 
2 月 15 日或之前 

提交 

所有參賽作品有機會被張貼在 

川堂壁佈板，讓會眾欣賞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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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北角堂 

網上兒童主日學(30分鐘) 

歡迎北循同學及小學生參加 
 

聚會：小學雞       童你 zoom 

日期：逢星期日 

時間：早上 11:30至 12:00 

對象：北循同學及小學生  【歡迎家長同行參與】 

 

加入 Zoom聚會 

https://us02web.zoom.us/j/84332490499?pwd=cHAxZTByRlZXOXhnc0k5WlV

lQVBTdz09 

 

會議 ID: 843 3249 0499 

密碼: Jesus 

查詢: Bobo姑娘 (電話: 5702 4132) 
~~~~~~~~~~~~~~~~~~~~~~~~~~~~~~~~~~~~~~~~~~~~~~ 

因為疫情關係，教友如未能親臨本堂，為方便教友奉獻， 

同心為教會出一分力，本堂提供以下方法： 

 

I) 銀行轉賬 

 存入本堂滙豐銀戶口：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北角堂 

 戶口賬號：462 – 1 – 023011  

II) Faster Payment System 轉數快 

   FPS 轉數快電話號碼：5702 4212 

注意：  

1)  請把轉賬紀錄電郵至：methodnp@netvigator.com 或  

  whatsapp 至 教會手機 5702 4212，並向本堂同工確認。  

2) 請寫上奉獻者中文姓名、聯絡電話、奉獻項目 (堂費/感恩/宣教)。 

 

III) 郵寄支票 

支票請劃線寫「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北角堂」或 

英文「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NORTH POINT」 

支票背後請寫上奉獻者中文姓名、聯絡電話、奉獻項目，  

郵寄至香港北角百福道 15號，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北角堂收。 

奉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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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會 -「讀、聽、行」— 讀經計劃2022 
 

已登記參加「讀、聽、行」讀經計劃的弟兄姊妹，請向同工索取 

2022年 2月份「讀、聽、行、」讀經小冊子 
 

日期 經文 日期 經文 

13/2/2022 路加福音 6:24-26 17/2/2022 詩篇 37:1-11，39-40 

14/2/2022 創世記 45:3-11，15 18/2/2022 路加福音 6:27-38 

15/2/2022 創世記 45:3-11，15 19/2/2022 哥林多前書 15:35-38 

16/2/2022 詩篇 3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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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讀聽行全年勤讀奬 
 

表揚以下弟兄姊妹 80%成功完成 2021年度 1-12月份讀聽行讀經計劃： 
 

蘇王家碧、蔡蘇麗娟、蔣鴻華、林鍾桂蓮、鍾鄧佩玲、林達豪、鄧美珍 

曾湛慧玲 (共 8 人) 

 

請弟兄姊妹稍後待疫情緩和後，向辦公室同工領取禮券。 
 

總議會、各堂及其他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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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疫情持續嚴峻，「2 月 18 日之福音月會」決定延期舉行，確實日期容後公佈。 

 

有關 3 月 18 日之福音月會則如期舉行，詳情如下—— 

日期：3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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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生命的傳奇 

福音話劇【寶哥（選段）】 

導演：李景昌先生 

 

本團將密切留意疫情狀況，最新聚會查詢可致電 3725 4566 或 電郵至 admin@mem.hk，本

團亦會在網頁 www.mem.hk 張貼最新聚會消息。 

懇請大家切切為疫情禱告，願疫情儘快受控止息，社會民生能早日回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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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症無情、主愛不斷  
親愛的弟兄姊妹： 

 

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已兩年多，帶來了難以估計的痛苦和死亡，本港的疫情雖然可

以說是比較平穩，但抗疫的政策亦令我們受到不少的限制，包括我們十分重視的教會生

活。 

一直以來，本會各堂均盡力服事社區及牧養會友，即使在疫情嚴峻之時，本會仍堅

持在法例容許和安全的情況下，透過不同方式繼續我們服事和牧養的使命。  

近日本港疫情再度急劇升溫，政府於二月八日宣佈進一步收緊防疫政策，其中包括

將所有宗教場所納入香港法例第 599F 章的表列處所中，並由二月十日起關閉宗教場所

至二月廿三日，之後若能夠重開，亦會受到疫苗通行證計劃的限制，即所有進入本會堂

所的人士均需要出示接種新冠疫苗的紀錄。 

在堅守使命和配合相關法例的原則下，本會經牧師部商議後將採取以下措施：  

一．由二月十日至二月廿三日暫停開放本會所有堂所（安息禮除外），除本會受薪同工

外，弟兄姊妹請勿回到禮拜堂，各堂仍會透過網絡或其他方式盡力提供牧養，敬請

各弟兄姊妹珍惜並盡力參與。若有甚麼不足之處，盼望弟兄姊妹能包容和體諒；如

有任何困難或意見，請與同工聯絡，千萬不要客氣。  

二．二月廿四日之後本會各堂所若能重新開放，按法例亦只能讓已接種新冠疫苗之人士

進入，我們明白接種疫苗與否乃個人選擇，盼望大家能按個人情況認真考慮。若有

弟兄姊妹因未能接種疫苗而暫時未能回到禮拜堂參與現場聚會，我們更盼望大家能

透過不同方式保持聯繫，互相關心。若有任何需要，亦請隨時與同工聯絡，我們將

盡力協助。 

最後，讓我在這艱難的時刻以羅馬書八章卅八至卅九節跟大家彼此互勉：「因為我

深信，無論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權能的  ，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是高處的，是深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

的主基督耶穌裏的。」願我們都能夠繼續在這轉變的世界中經歷上帝的同在，又願上帝

的平安保守我們的身、心、靈，並引導我們早日步出疫症的陰霾。  

會長：  林 津  謹啟  

 二零二二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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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議會消息 

講座：初心、信心、愛心—— 

基督徒如何回應轉變的世界 

 

按政府於二０二二年二月八日公佈之最新防疫措施，宗教場所須由二月十至廿三日

關閉，因此由本會常務委員會「發展策略小組」主辦、原訂於二月十九日下午二時

半至五時半在本會九龍堂聖堂舉行、以「初心、信心、愛心」為題之講座，將延至

五月十四日（禮拜六）同時同地舉行，有關詳情請留意本小組稍後透過〈週刊〉消

息稿發出之公佈。如有查詢，請致電 2528 0186與總議會辦事處同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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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的呼喚  心靈的觸動」  

洪水橋宣教遠象祈禱會 (十三 )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在萬民中傳揚他的作為！」詩 105:1 
 

因為疫情嚴峻緣故，這次祈禱會將以實時會議平台（ZOOM）進行，亦希望更多堂會的弟

兄姐妹參加，以致整個循道衞理會能更瞭解洪水橋社區的需要，並看見這個福音

廣傳的契機，願意委身投入。祈禱會詳情如下——  

 

日期：2022 年 2 月 27 日（主日）  

時間：下午 3:00-5:00 

地點：Zoom（連結資料將於下週公佈）  

內容：敬拜（亞斯理堂）、由晶晶中英文幼稚園（洪水橋分校）張翠珊校長分享「恩典

的印證和未來合作的展望」及祈禱等。 

報名：請於 2 月 25 日中午 12 時前  

登入 https://bit.ly/3sjCRvE 或掃描二維碼填寫網上報名表  

 

洪水橋宣教事工：18-12-2021 和晶晶中英文幼稚園合辦聖誕嘉年華會 

 

 

 

 

 

 

 

 

 

 

~~~~~~~~~~~~~~~~~~~~~~~~~~~~~~~~~~~~~~~~~~~~~~ 
MEM 循道衞理佈道團 主辦 

2022 年 2 月份 MEM 祈禱會 

（以 Zoom 進行） 

MEM 二月份祈禱會詳情如下： 

日期：2022 年 2 月 16 日（禮拜三） 

時間：晚上 7:00 - 8:00 

 

若有查詢或有關 Zoom 登入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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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彼此守望，為疫情、為 MEM 佈道事工禱告！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上帝所賜那

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 4:7） 

 

https://bit.ly/3sjC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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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暨校董會會議日期 

 

  本會屬下各委員會暨中、小、幼校董會二０二二年上半年會議日期經已編定如

下；至於會議之提案、舉行之時間及地點等將於會議前一星期另函寄奉，敬希列位

委員、校董預留時間屆時撥冗出席。又，依照本會《會議及程序附則》第十二（甲）

條之規定，討論提案可由十分之一或以上之成員（惟不得少於三人），於會議前十

天聯署交主席及書記列入議程之內，敬希垂注。 
 

文字事工委員會 三月七日 （禮拜一） 

義務教士委員會 三月十一日 （禮拜五） 

筲箕灣循道衞理幼稚園校董會 三月十一日 （禮拜五） 

澳門事工委員會 三月十二日 （禮拜六）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法團校董會 三月十六日 （禮拜三） 

馬鞍山循道衞理小學法團校董會 三月十七日 （禮拜四） 

丹拿山循道學校法團校董會 三月十七日 （禮拜四） 

北角循道學校法團校董會 三月十八日 （禮拜五） 

常務委員會「牧職選訓專責小組」 三月十九日 （禮拜六） 

香港、九龍東及九龍西聯區議會 三月廿一日 （禮拜一） 

海外宣教委員會 三月廿三日 （禮拜三） 

主恩堂幼稚園幼兒園校董會 三月廿三日 （禮拜三） 

牧師部週年會議（一） 三月廿四日 （禮拜四） 

亞斯理衞理小學法團校董會 三月廿四日 （禮拜四） 

牧師部週年會議（二） 三月廿五日 （禮拜五） 

常務委員會「調派專責小組」 三月廿五日 （禮拜五） 

鯉魚門循道衞理幼稚園校董會 三月廿六日 （禮拜六） 

藍田循道衞理小學法團校董會 三月廿六日 （禮拜六） 

常務委員會 三月廿六日 （禮拜六） 

將軍澳循道衞理小學法團校董會 三月廿八日 （禮拜一） 

沙田循道衞理小學法團校董會 三月廿九日 （禮拜二） 

油麻地循道衞理楊震幼兒學校校董會 三月廿九日 （禮拜二） 

大埔循道衞理小學法團校董會 三月三十日 （禮拜三） 

常務委員會「發展策略小組」 三月三十日 （禮拜三） 

將軍澳循道衞理幼稚園校董會 三月三十日 （禮拜三） 

信徒培訓委員會 三月卅一日 （禮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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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衞理堂幼稚園幼兒園校董會 三月卅一日 （禮拜四） 

衞理中學法團校董會 四月一日 （禮拜五） 

華英中學法團校董會 四月一日 （禮拜五） 

循道衞理田灣幼稚園幼兒園校董會 四月一日 （禮拜五） 

葵涌循道中學法團校董會 四月一日 （禮拜五） 

愛華村堂幼稚園幼兒園校董會 四月一日 （禮拜五）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法團校董會 四月二日 （禮拜六）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法團校董會 四月二日 （禮拜六） 

宣教牧養委員會 四月四日 （禮拜一） 

循道中學校法團校董會 四月六日 （禮拜三） 

大埔循道衞理幼稚園校董會 四月六日 （禮拜三） 

李惠利中學法團校董會 四月七日 （禮拜四） 

北角衞理小學法團校董會 四月七日 （禮拜四） 

何文田循道衞理楊震幼兒學校校董會 四月七日 （禮拜四） 

觀塘循道幼稚園校董會 四月七日 （禮拜四） 

炮台山循道衞理中學法團校董會 四月八日 （禮拜五） 

亞斯理幼稚園幼兒園校董會 四月八日 （禮拜五） 

循道學校法團校董會 四月十二日 （禮拜二） 

社會服務委員會 四月十三日 （禮拜三） 

牧師部座談會 四月廿一日 （禮拜四） 

學校教育委員會 四月廿一日 （禮拜四） 

法規委員會 四月廿二日 （禮拜五） 

財政產業委員會 四月廿三日 （禮拜六） 

常務委員會 四月三十日 （禮拜六） 

總議會代表部會議 五月廿七日 （禮拜五） 

總議會代表部會議 五月廿八日 （禮拜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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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誠聘津貼小學校長  
 

本會誠聘一級小學校長（HM I），於二０二二年九月到任，須認同本會辦學理念，持有認

可學士或以上學位，具相關學校行政工作經驗及訓練，亦須符合教育局規定資助小學校長

之要求及專業資格（已獲校長資格認證者優先考慮）。 

 

應徵者請具申請函件、履歷及短文簡述教育理念，連同三位諮詢人姓名、聯絡地址及電話，

於二月廿八日下午五時前電郵至 aes.se@methodist.org.hk，同時郵寄至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衞斯理大樓 14 樓學校教育部部長，信封面註明應徵職位，合則約見。 

 

（申請人所提供之資料將予保密及只作招聘有關職位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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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宣教牧養委員會屬下 

歷奇福音事工執行委員會主辦 

 

「歷奇大專福音營會」籌委招募 

 

「歷奇大專福音營」訂於 2022 年 9 月 16 至 18 日（禮拜五至日）舉行， 

期望讓本會大專弟兄姊妹和一眾大專生，透過歷奇體驗活動， 

認識及得著福音。 

 

假如您是： 

1. 本會 18 歲或以上已受洗弟兄姊妹； 

2. 有穩定信仰生活，並獲牧師、會吏或宣教師推薦； 

3. 願意分享信仰、承擔工作、有使命感及責任感； 

4. 有健康體格，喜歡戶外活動； 

我們誠邀您一同創作營會，服事大專生，一同承擔這極具意義之福音工作！ 

報名方法︰請於本會網站 www.methodist.org.hk/news/activities/下載報名表 

截止日期：2022年2月21日（禮拜一） 

備  註：a. 每間堂會不多於二人參與籌委工作。 

b. 所有申請將經甄選後個別通知。 

 

 

查詢請聯絡總議會辦事處同工黎凱婷女士（3725 4533）或許曼芝女士（3725 45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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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樂事工執行委員會於 2021 年聖樂主日特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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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弟兄姊妹再次細心欣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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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ethodist.org.hk/news/activities/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0cojGF6QsCL9KJ4xOGbN2vXcrgwGWo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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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WCS*主辦 

宣教牧養執行委員會金齡事工專責小組協辦 
 

聖經聖地行者 

基督聖山系列 

 

另類聖地遊—透過影音介紹聖地來查閱聖經 

日期、主題及講員：  

2 月 23 日（三）   「大使命山」  余煥群會吏  

3 月 9 日（三）    「升天山」  林崇智牧師  

3 月 23 日（三）   「受苦山」  麥衛華會吏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正  

地點：課堂以 ZOOM 進行，同時在衞斯理大樓 17 樓（如情況許可）  

查詢：請電 3725 4531 /  3725 4532  

首次參加者請填妥下表或於網上報名
＃

https://forms.gle/SuFKZKqMdxvy9k536 

* WCS 是 Wesleyan City Space 之簡稱，旨在衞斯理大樓提供空間及設施舉行跨堂之宣教事工。 

# 聚會逢每月第二及第四週之禮拜三上午舉行，須於每次課堂早一天之中午前報名，以便作妥

善之安排。  

 

聖經聖地行者 

報名表 
 

報名表請於每次課堂早一天之中午前傳真（2866 1879）或電郵

（ps2.mp@methodist.org.hk）或填寫網上報名表 

 

中文姓名（上課將以此為 ZOOM 登入名稱，以茲識別）：            所屬堂會：          

 

手提電話：                  【上課連結將透過 whatsapp 發放，敬請清楚填寫電話。】 

（請以✓選擇參加場次及方式） 

 23/2 9/3 23/3 

現場出席 暫時停止直至另行通知 

以 ZOOM 網上參與    

 

 

https://forms.gle/SuFKZKqMdxvy9k536
mailto:ps2.mp@methodist.org.hk）或填寫網上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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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牧師部屬下「信仰分享專責小組」主辦  

2022「信仰分享大使」訓練班  

 

主耶穌吩咐我們廣傳福音，你有回應嗎？  
你懂得如何與人分享福音嗎？  
分享信仰時應講甚麼內容？  
為甚麼我邀請人返教會，他們總會拒絕我？  
 

如果你想知道以上問題的解答，就應該盡快報名參加今年舉行的「信

仰分享大使」訓練班，因為這個訓練班能幫助你解答很多有關與人分

享信仰時的難題，以堅實的聖經基礎、符合本宗精神、實踐廣傳福音

的使命。  

 

專責小組於今年只開辦１次由本小組成員親自教授之「信仰分享大使

訓練班」，現正接受報名，期望你能把握機會，學習倚靠藉聖靈的能

力，以謙卑的態度，用言語 (Word)、行為 (Deed)及具體標記 (Sign)，不

斷與人分享耶穌基督的救恩，使家人、親友、同事及同學得着上帝的

祝福。  

日  期： 2022 年 2 月 22 日至 3 月 22 日（連續五週禮拜二）  

（註：參加者若出席全部五次訓練及完成指定要求，可取得「信仰分享

大使」資格。） 

時  間：下午 8:00 至 10:00 

形  式：透過 Zoom 網上視像軟件進行  

對  象：新受洗之會友、未接受訓練之宣教同工及弟兄姊妹  

費  用：每位 $20（包括訓練講義）  

報  名： 請於 2022 年 2 月 14 日（禮拜一）或以前 

登入 https://reurl.cc/yQmaQy  

或掃描二維碼填寫網上報名表 

查  詢：請致電 3725 4529 聯絡總議會辦事處梁翠湄女士  

 

※受訓為主作見證機會可貴  快報名參加※  

 

https://reurl.cc/yQmaQ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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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誠  聘  

 
註冊護士  

 

- 持香港護士局頒發之註冊護士證書及有效之執業證書，中學會考五科合格

｛包括中文及英文（課程乙）｝或以上或中學文憑考試同等等級；  

- 負責評估學生的健康及發展需要，並協助駐幼稚園社工處理危機個案；  

- 提供專業意見及相關訓練予老師；以及  

- 為家長提供專業諮詢，並舉行健康講座及小組等。  

- 具使命感，愛護幼兒，願為其健康成長及愉快學習作出貢獻；  

- 具社會服務或幼兒工作經驗優先  

- 具團隊合作精神、良好溝通及獨立工作能力  

- 熟悉中英文電腦文書處理  

- 最少有 2 年工作經驗  

-  

有意者，請於 25/2/2022 前致函並附履歷及待遇要求，寄九龍觀塘偉業街 135 號

特格中心 6 樓 B 室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幼兒服務  服務督導主任收，或

電郵至 skpsws@ktmss.org.hk，信封 /電郵請註明「職位編號：ccs-RN2102」。申

請人如於一個月內未獲約見，則作落選論，恕不另函通知。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予保密及只作招聘有關職位之用 )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誠聘  

 

會計文員  

 

- 舊制中五學歷 /新制中六學歷  

- 持 LCC I 中級或以上資格，具財務、處理全盤賬目經驗可獲優先考慮  

- 負責財務文件及一般行政工作  

- 熟悉操作 MS Word 及 EXCEL 

- 具 Oracle 系統使用經驗為佳  

- 善於與人溝通及合作，並有處理社會福利機構賬目經驗優先  

- 每週工作 5 天半（長短週）  

有意者，請於 25/2/2022 致函並附履歷，寄九龍觀塘偉業街 135 號特格中心 6 樓

A 室，高級會計主任收，信封請註明「職位編號：cad-AC2101」。申請人如於

一個月內未獲約見，則作落選論，恕不另函通知。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予保密及只作招聘有關職位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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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角 堂 經 常 聚 會 一 覽 表 
 

長青牧區 (61 歲或以上，金齡銀髮人士) 
成年及婦女團契  每月第三個禮拜四下午二時半       暫停 

耆 欣 團契  禮拜四上午十時正       暫停 

以 斯 帖組   禮拜一上午十時正                查經 Zoom 

多  加  組   每月第二及四週的禮拜三晚上七時半 查經 Zoom 

迦  南  組   第二主日午堂崇拜後   週會 

男人新部落 隔週五晚上七時半      查經 Zoom 
 

家成牧區 (36至60歲，成人、嬰兒至小四學生) 
開心。家。油站 隔週六晚上七時半  網上：2 月 19 日 七個讓愛延續的方法 9 

幸福。家。油站   每月第二及四主日下午一時正  網上  

 靈享組  禮拜六晚上七時半（每月首個週六除外）網上：2月19日 稅史和法利賽人的比喻 (1) 

 但以理團契    禮拜六晚上七時十五分             自由主題 

 大衛組  隔週五晚上七時半             網上：2月25日 靈修分享 

 路得組  隔週五晚上八時正         網上 

阿摩司組   隔週五晚上八時正     網上：2月25日 何西阿書 

MSN 學前級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     暫停 

MSN 小學級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     暫停 

兒童園地 禮拜日上午九時卅分     暫停 
  

少青牧區 (小五至35歲，在學在職人士) 
 基督少年軍 禮拜五晚上七時十五分 幼級、初級及中級：網上 
試提返組  禮拜日上午九時卅分  周會 

Teen
2
 (中學/大專)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卅分 周會 下主日經文主題 

7UP (中學/大專)  禮拜日上午十一時 周會 面對仇敵．信靠上帝 

iMatch (大專)  禮拜六下午六時卅分  周會 創世記    45：3 – 11, 15 

JFM  禮拜日下午二時  周會 哥林多前書 15：35–38,42-50 

約書亞團   禮拜六下午七時卅分   周會 路加福音    6：27 – 38 

約旦河團契  禮拜六下午七時半  網上  
  

晚禱「月禱會」   每月第二主日後之禮拜四晚上八時 二月十七日   

直播主日聯合崇拜  禮拜日上午十時正   葉菁華義務教士  

  

 事奉小組    電子週刊二維碼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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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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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團隊 

主       任：陳德昌牧師 (內線 20) 堂區牧師：黃德馨牧師(內線 21)  

宣  教   師：鄭啟良先生、魏佩珊女士 (內線 22) 行政助理：梁詠詩女士(內線 25)               

黃可安先生(內線 23)  幹    事：譚月嫦女士(內線 26) 

 義 務 教 士：陳升惕先生、葉菁華先生     鄧秀芬女士(內線 27) 

 神   學  生：黃潔如女士     事 務 員：吳惠芬女士、何綺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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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 第十七章 第 5-10 節 
 

17:5 耶和華如此說：「倚靠人，以血肉為膀臂，心中離

棄耶和華的，那人該受詛咒！ 

17:6 他必像沙漠裏的矮樹，不見福樂來到；他要住在曠
野乾旱之處，無人居住的鹽地。 

17:7 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他所仰賴的，那人有福

了！ 
17:8 他必像樹栽於水旁，在河邊扎根，炎熱來到，毫不

察覺，葉子仍必青翠；在乾旱之年，一無掛慮，並

且結果不止。 
17:9「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 

17:10 我－耶和華是鑒察人心，考驗人肺腑的，要按各人

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結果報應他。」 
 

哥林多前書 第十五章 第 12-20 節 

 
15:12 既然我們傳基督是從死人中復活了，怎麼在你們中

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 

15:13 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就沒有復活了。 
15:14 基督若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就是枉然，你們所信

的也是枉然。 

15:15 這樣，我們甚至被當作是為上帝妄作見證的，因為
我們見證上帝是使基督復活了。如果死人真的沒

有復活，上帝就沒有使基督復活了。 

15:16 因為死人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 
15:17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就是徒然，你們仍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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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裏。 
15:18 就是在基督裏睡了的人也滅亡了。 

15:19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所有的人更可

憐了。 
15:20 其實，基督已經從死人中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

的果子。 

 
路加福音 第六章 第 17-26 節 

 

6:17 耶穌和他們下了山，站在一塊平地上；在一起的有
許多門徒，又有許多百姓從全猶太和耶路撒冷，並

推羅、西頓的海邊來， 

6:18 都要聽他講道，又希望耶穌醫治他們的病；還有被
污靈纏磨的，也得了醫治。 

6:19 眾人都想要摸他，因為有能力從他身上發出來，治

好了他們。 
6:20 耶穌舉目看著門徒，說：「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

上帝的國是你們的。 

6:21 現在飢餓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將得飽足。現在哭
泣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將要歡笑。 

6:22 人為人子的緣故憎恨你們，拒絕你們，辱罵你們，

把你們當惡人除掉你們的名，你們就有福了！ 

6:23 在那日，你們要歡欣雀躍，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

是很多的；他們的祖宗也是這樣待先知的。 

6:24 但你們富足的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已經受過安慰。 
6:25 你們現在飽足的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要飢餓。你

們現在歡笑的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要哀慟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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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人都說你們好的時候，你們有禍了！因為他們的祖
宗也是這樣待假先知的。」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北角堂 

地址：香港北角百福道十五號       電話：2561 4950      傳真：2880 5074 

電子郵件 : lc.npt@methodist.org.hk    網址：http://www.methodistnp.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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