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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新旅程 

黃惠嫦牧師（沙田堂） 

你可知第一個婦女節在甚麼情況下出現？在二十世紀初，西方國家正處於

工業及經濟快速擴展，惡劣的工作條件和低廉工資促使不滿，美國紐約的製衣

和紡織女工於 1857 年 3 月 8 日走上街頭抗議，之後幾乎每年都有抗議和罷

工，至 1909 年 2 月 28 日美國社會黨發表宣言，號召每年二月最後一個禮

拜日舉行紀念活動；1909 年 3 月 8 日美國芝加哥萬名女工舉行街頭示威遊

行，要求縮短工時、增加工資、獲得選舉權，第一個婦女節便產生。之後在不

同國家都舉行婦女節，隨着 60 年代女權運動興起，聯合國於 1975 年開始在

每年 3 月 8 日舉行國際婦女節。 

從這些資料中讓我們略知一點婦女節的由來，不是為團契友誼、不是為娛

樂消閒，卻是回應着時代環境的情況，從工作待遇到政治的參與。二十年前香

港文化博物館曾有一個以「半邊天」的展覽探討香港婦女如何由二十世紀艱苦

及被動的歲月，走向自主和具使命感的新時代。女性地位與角色的確與前不同

了，今天婦女節對我們有何意義？ 

今天「婦女節」正要提醒我們去關心那些在社會中不經意被遺忘的一群，

想想亞伯拉罕被呼召離開吾珥時，他的家眷同樣隨着這呼召而踏上新旅程；當

耶穌和尼哥德慕談重生，重生對女性而言不單是一個屬靈經驗，更是身分和關

係重建。當我們閱讀這些經文時，可能只朝向上帝的應許和人的順服來看，能

否多一個角度來閱讀？多一個層面去體會？細心想想經文背後那些沒有被提

及名字的人，尤是那時代的女性，她們如何回應上帝的應許和踏上順服的路？ 

昔日社會看待女性是男性的產業、是無權無勢又是低下的一群，女性要倚

賴男性，無論是父親、丈夫或兒子。今天的香港女性也許大多數都有獨立的能

力，甚至天之驕女的身分。然而，女性又真的懂得愛自己？年初有一齣電影「一

人婚禮」，其中描述主角如何在誤打誤撞下推動一個愛自己的終身 

承諾，給自己說「我願意」，表示女性不需要等人去愛。可是戲中的主角因成

長原因卻是十分需要別人的愛護，現實與理想是那麼不符。作為基督徒，我們

懂得甚麼是愛己？不是只想到自己或自私那種，而是一種能愛己又能及 

人，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為自己留空間也為別人留空間。耶穌雖然忙碌，卻

珍惜時間走到曠野或海邊獨處，給忙碌的日程沉澱和整理，不致迷失。盼 

望作為今天現代的女性，能重新踏上上帝應許的新旅程，在聖靈引導中重 

生，與上帝和人以及自己建立新關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857%E5%B9%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7%A4%BE%E4%BC%9A%E5%85%9A_(1901%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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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時    間：上午十時 

主  席：劉佩玉姊妹 敬    拜：林健聰弟兄 

講  員：王  珏博士 讀 經 員：侯煒基弟兄 

（請關掉手提電話以及任何響鬧裝置） 

宣召．．．．．．．．．．．．．．．．．．．．．．．．．．主席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祂要保護你的性命。你出你入， 

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詩篇 121篇 7-8節） 

詩歌敬拜．．．．．．．．．．．．．．．．．．．．．．敬拜小組 

【主禱文（請教導我們禱告）】 
曲、詞：馬啟邦   編：潘盈慧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版權所有) 

天父祢名是多麼美  榮耀遍全地  在禱告良辰  靜觀祢的美 

恬靜  我沉默主座前  毋用多片言  在禱告前  祢已清楚我需要 

求賜我信心的眼睛  風暴裡仍舊恬靜  全獻我順服的心靈  由祢全權來帶領 

願人都尊祢名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  也願祢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當天所需要的食物  求祢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去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國度權柄榮耀  全屬祢直到永遠 

今日  我求問主的國  求問主的義  王的旨意  如陽光遍地彰顯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祢名為聖 

【完全信靠】 

曲、詞、編：區善騫   (reDisCover Worship 版權所有) 
踏上新路途  卻不知去路  心不禁驚惶  軟弱疲勞 

惟獨祢手擁抱  憐憫我體恤我  還伴我左右帶領新的道路 

完全信靠  祢無比的愛  遇錯敗  遇困難  但仍不怕 

耶穌  惟有祢  成為我的依靠  或灰心  或沮喪  但仍堅信  祢的拖帶 

祢作為奇妙  我沒法猜得透  意念至高  世上無人擁有 

祢作為奇妙  我沒法猜得透  但祢恩典供應  是多於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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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祢預備】 

曲、詞：麥濬思   編：石仲文   (Milk&Honey Worship 版權所有) 
願  我將擁有都給祢  願我將所有都歸祢 

主威榮奇妙  讚頌詩篇  我要每日發聲 

願  我的手時刻給祢  願我的腿有力為祢 

重回軌跡渴望見祢  願背起十架跟祢 

是為祢預備  呈奉真心  是為祢預備  縱然艱辛 

踏上這路途  願祢走近  是祢話語吸引我心 

是為祢預備  呈奉真心  是為祢預備  期待更新 

在這空間裡  萬有歸祢  願祢悅納我眾甘心 呈奉的獻祭 

每日每夜  甘心樂意  獻盡心思意念 

每步每步  祢靈必不撇下我  熾熱我心  可更像祢 

祈禱．．．．．．．．．．．．．．．．．．．．．．．．．．眾坐 

主禱文．．．．．．．．．．．．．．．．．．．．．．．．眾坐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陷入試探；救我們脫離那惡者。因為國度、 

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阿們！ 

讀經．．．．．．．．．主題：效法基督．．．．．．．．．．．眾坐 

 創世記 12章 1-4節上．．．．．．．．．．．．．．．．．（舊約 015頁） 

 約翰福音 3章 1-17節．．．．．．．．．．．．．．．．．．（新約 063頁） 

 腓立比書 2章 1-11節．．．．．．．．．．．．．．．．．．（新約 302頁） 

講道．．．．．．．講題：放下身段，平起平坐．．．．．．王  珏博士 

腓立比書講道系列（3）（腓 2:1-11） 

回應詩歌．．．．．．．【是為祢預備】．．．．．．．．．．眾坐 

曲、詞：Matches Mak   編：Cephas Shek   (Milk&Honey Worship 版權所有) 

奉獻．．．．．．．．．．．．．．．．．．．．．．．．．．眾坐 

 支票抬頭：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將軍澳堂 或 Tseung Kwan O Methodist Church 

 奉獻可存入教會銀行戶口：恒生銀行（352-122576-001） 

 請保留銀行過數存根，並電郵教會作記錄，以便日後發出收據作報稅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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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劉建良牧師 

祝福．．．．．．．．．．．．．．．．．．．．．．．劉建良牧師 

家事分享 

1. 歡迎 
歡迎首次參與本堂崇拜之新朋友，請填寫新朋友表格後交給領導團，以

便保持聯絡；參與網上崇拜之新朋友，盼望你能花一點時

間掃瞄二維碼填寫資料或於 www.tinyurl.com/TKOMCNEW，

以便本堂同工能對你有初步認識及與你保持聯絡；如希望

與本堂同工聯絡，請致電 2790 1727。 

2. 教會消息 
a. 教會鼓勵弟兄姊妹參與崇拜及聚會時，請留意以下溫馨提示： 

進入教會範圍時： 

➢ 為保護自己及別人，請量度體溫或用消毒液潔手； 

➢ 如突感不適，可向領導團索取口罩保護自己及他人； 

另，如傷風感冒不適，鼓勵留在家中休息參與網上直播。 

願我們以感恩和喜樂的心，在主內分享和參與聚會。 

b. 本堂於過去兩個主日合共收到 18,018 元土耳其及敘利亞賑災奉 

獻，感謝各位弟兄姊妹的捐獻，奉獻將全數撥捐「香港基督教協進

會」作賑災用途。由今天起教會將停止代收有關賑災捐款，如有意

繼續捐款的弟兄姊妹，可以直接捐款到機構，捐款方法及詳情請到

禮堂門口接待處索取捐款表格。 

3. 堂區領袖退修會 
3 月 5 日（今主日）將於下午 1:00 於禮堂舉行「堂區領袖退修會」，屆 

時將一起午膳，請各代表預留時間出席，並請弟兄姊妹代禱，求主讓 

我們有真誠的分享和退修。 

4. 聚焦小組查經：路加福音 
現已接受報名，請弟兄姊妹掃瞄二維碼填寫網上報名表格

www.tinyurl.com/tkomcfocus 或向領導團索取報名表格。讓

我們一起在主的聖道上努力追求，作個有根有基的基督徒。 

另已報名參加劉牧師每月第二週六晚上 8:00的路加福音查經班的，請於

3月 11日（今週六）用以下 Zoom資訊登入課堂。 

Zoom ID：832 4483 1072（密碼：200407） 

http://www.tinyurl.com/TKOMCNEW
http://www.tinyurl.com/tkomc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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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協助收拾禮堂場地及收拾使用後之球類／運動用品 
今週崇拜後請弟兄姊妹協助消毒及收拾座椅。 

上主日崇拜資料： 

大堂崇拜：現場 196人 

直播 66部裝置觀看 

奉獻總額：86,672.00元 

青少年崇拜：40人 

兒 童 牧 區：62人 

幼 兒 牧 區：21人 

 

 主日崇 拜主題及經文預 告   

請弟兄姊妹於崇拜前詳閱當主日經文，並為弟兄姊妹參與崇拜的心代禱。 

今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領 導 團：朱閔如、勞國雄、彭惠蘭、劉景耀、陳淑敏、鄧詠恩、黎志剛、 

 梁瑞琼、謝潔萍 

插 花 員：鄭玉娟 

敬拜小組：白穎文、林巧君、鄒宜倩、林德琪、朱少奇、藍頌施、霍冠廷、 

 陳頴芬 

直 播 員：蕭俊熹 

下主日（3 月 12 日）崇拜事奉人員： 

聖餐執事：吳文輝弟兄、馬明輝弟兄、陳永堅弟兄、許兆康弟兄、陳贊科弟兄、 

  朱閔如姊妹、阮鳳儀姊妹、岑韞慧姊妹、凌嘉茵姊妹、何麗芬姊妹 

主  席：黎婉雯姊妹 敬    拜：歐寶文宣教師 

講  員：劉建良牧師 讀 經 員：區端儀姊妹 

領 導 團：劉黃校、陳芷欣、杜珮瑩、傅彩英、黃淑聰、何麗雯、梁美琼、 

 鄭玉娟、謝燦林、趙惠琼、朱閔如、彭惠蘭 

插 花 員：李洛雯 

敬拜小組：郭詩韻、白穎文、王兆山、林德琪、葉智聰、謝梽龍、林健聰、 

 方建漢、鄧詠恩 

直 播 員：霍冠廷 

日期 主題 經文 

 3 月 12 日 要像明光照耀 出 17:1-7 約 4:5-30 腓 2:12-30 

 3 月 19 日 省察內心‧棄暗投明 撒上 16:1-13 約 9:1-12, 35-41 弗 5:8-14 

 3 月 26 日 小心被騙 結 37:1-14 約 11:17-27, 32-45 腓 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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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登入資訊 

ID：883 4525 3807 

密碼：448119 

代禱事項： 

1. 為了 ABC 家長和幼兒參與 ABC 接待事奉獻上感恩，求主幫助每個參與事

奉的家庭學效主耶穌，謙卑事奉，亦透過事奉促進親子關係及建立樂於

服事的心。 

2. 為 3月份小學生考試及小六呈分試禱告，願主保守各師生及家長身體。 

3. 為 3月 11日（六）教會聚焦小組查經運動開始禱告（2023年查考《路加

福音》，願主帶領弟兄姊妹有美好學習。 

4. 為身體不適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醫治，賜下平安。又為教會和家中的長

者祈禱，願我們多表達關心，在禱告中記念。 

5. 為土耳其和敘利亞地震禱告守望，因地震造成嚴重破壞，多次餘震及海

嘯，願主安慰受苦者及保護日夜勞碌的救援人員，求主將他們庇護在主

的翅膀下。 

將軍澳堂 2023年（全教會祈禱會） 

1. 主日祈禱會 

時間：逢主日早上 8:15至 8:45 

地點：一樓禮堂 

2. 單月網上祈禱會 

（逢單月第三個禮拜二晚，7月暫停一次） 

日期：2023年 3月 21日（禮拜二） 

時間：晚上 7:45至 9:00 

另可在瀏覽器輸入「https://tinyurl.com/tkomcpray」，即自動轉往

Zoom軟件，又或用電話致電 5803-3731、5808-6088或 5803-3730以語音

方式參與。 

3. 雙月現場祈禱會（逢雙月第三個禮拜二晚） 

日期：2023年 4月 17日（禮拜二） 

時間：晚上 7:45至 9:00 

地點：地下顯恩堂 

https://tinyurl.com/tkomc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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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報名表 

九龍東聯區議會春季會議 
九龍東聯區議會秋季會議謹定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日（禮拜一）晚上

七時三十分，在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54號安素堂一樓聖堂舉行，敬請九龍東

聯區各堂代表、義務教士及宣教同工預留時間出席，共商聖工。 

九龍東聯區義務教士會議 
九龍東聯區義務教士會議謹定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日（禮拜一）晚上

六時正，在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54號安素堂地下副堂及G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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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會議取消九龍東聯區各堂代表晚膳之安排，敬請上述會議出席者留意。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及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聯合舉辦 

黃永熙博士紀念音樂會 
招募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詩班員 

為紀念黃永熙博士對聖樂、中外音樂交流、文字工作、普世華人教會之異象

及貢獻，特訂於 2023 年 5 月 20 日（禮拜六）下午 5 時 30 分至 7 時 30 分在

本會九龍堂舉行「黃永熙博士紀念音樂會」，集合中華基督教會聖頌團、香

港中華聖樂團、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詩班、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詩班及香

港聖樂團，頌唱多首對黃永熙博士別具意義之詩歌。 

練習日期：2023年 4月 23日、4月 30日及 5月 7日（主日） 

時  間：下午 3時至 6時 

地  點：本會九龍堂 

參加資格：本會熱愛頌唱傳統聖詩之會友（堂會現任詩班員優先） 

名  額：80人 

報  名：請填妥網上報名表(https://forms.gle/pLy8NZqr1fX9YBbN9）  

截止日期：2023年 3月 27日（禮拜一） 

查  詢：請致電 3725 4531或 3725 4532聯絡總議會辦事處 

許曼芝女士或周煒楠先生 

另，大型聯合詩班及總綵排訂於 2023 年 5 月 20 日（禮拜六） 

下午 2 時正在本會九龍堂舉行詩班員務必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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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香港聯區、九龍東聯區及九龍西聯區聯合舉辦  

逾越節晚餐及受難節前夕設立聖餐崇拜  

  逾越節是猶太法典中必須遵行的三大節慶之一：藉逾越節來

紀念從埃及為奴之地被拯救的經歷與恩典。主耶穌同樣藉逾越節

晚餐來表達祂犧牲的大愛，並吩咐信徒要常常奉行所設立的聖餐

以作紀念。  

  究竟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如何進行？其意義如何貫連於晚餐

禮儀當中？  

  主耶穌昔日設立聖餐，如何承傳及深化舊約逾越節的傳統？

以至今世代參與的人能得著屬靈的更新？盼望藉著對此傳統的體

驗和參與，讓我們明白逾越節和聖餐的豐富傳統和意義，對此節慶

有更深入的屬靈的體會和個人生命的成長。  

受難節前夕設立聖餐崇拜 

日期： 2023 年 4 月 6 日（禮拜四）  

時間：晚上八時正  

地點：九龍堂聖堂  

講員：黃國維博士（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  

逾越節晚餐（九龍西聯區負責，歡迎各堂弟兄姊妹參加） 

日期： 2023 年 4 月 6 日（禮拜四）  

時間：下午六時正  

地點：循道中學禮堂  

費用：逾越節晚餐收費每位 $100（大小同價，不佔座位者、三歲  

或以下不收費用）。  

報名：參加逾越節晚餐者請於 3 月 19 日（禮拜日）或之前向各  

堂報名，並繳付費用。名額 150 人，額滿即止，敬請盡快  

報名。  

 

查詢：請聯絡籌備小組召集人張國良牧師（ 2663 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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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筆記 日期：3月 5日 

講題：放下身段，平起平坐 講員：王  珏博士 

經文：腓立比書 2:1-11 

今日的信息是有關於  

  

  

今日的信息加強了我在信仰哪方面  

  

  

今日的信息向我發出哪些挑戰  

  

  

今日的信息讓我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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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堂團契小組聚會預告 
團契／小組名稱 聚會時間 聚會地點 日期 週會主題 

成年牧區 Prime Zone 

迦勒團契 (長者) 第一、三個主日上午 9:00 二樓音樂室 05/03 祈禱、詩歌及分享 

迦密團契 (家庭) 第四個主日下午 1:30 地下顯恩堂 26/03 專題 

伉儷團契 (夫婦) 第四個週六晚上 7:30 地下顯恩堂 25/03 查經：太太的素質 

迦南團契 (在職) 第一至三個週五晚上 7:45 地下顯恩堂 10/03 遊戲週暨生日會 

尊貴器皿 (女士) 逢週四上午 10:00 地下顯恩堂 09/03 我的小時候 

約瑟組 (男士) 第一、三個週四晚上 7:30 地下顯恩堂 16/03 分享代禱 

但以理小組 (女士) 第二、三個主日下午 1:00 三樓 305 12/03 專題：生命三維Ａ 

好撒瑪利亞人小組 (家庭) 第一個主日中午 12:00 地下顯恩堂 05/03 祈禱、詩歌及分享 

五餅二魚小組 (在職) 第一、三個主日上午 11:45 三樓活動室 05/03 查經 

約伯家 (在職) 逢週二晚上 7:30 Meet 線上 07/03 靈修祈禱 

路得家 (在職) 逢主日下午 1:30 一樓 3B 課室 05/03 查經 (林前 12) 

施洗約翰家 (在職) 每月第一、三個主日崇拜後 一樓 3A 課室 05/03 書籍分享及討論 

青少年牧區 Youth Zone 

中學生團契 (初中) 第一、三至五主日上午 9:30 三樓活動室 12/03  

天天回家＋以利亞家 (高中) 第一、三至五主日上午 9:30 一樓 3A 至 3B 12/03  

摩西家 (大專) 第一、三至五主日下午 12:30 一樓 2F 12/03  

約拿家 (大專至在職) 逢週六晚上 7:45 外出 11/03  

KOINONIA 青年小組 逢第二、四週五晚上 7:30 地下顯恩堂 10/03 遊戲運動日 

兒童牧區 Junior Zone 

聯合聚會 (P1-P6) 逢第二主日上午 9:30 三樓活動室 12/03  

生命教育 (P1-P2) 逢主日上午 9:30 三樓 305 12/03 生命教育 

Awana T&T (P3-P6) 逢主日上午 9:30 三樓 6C 至 6F 12/03 主日學 

幼兒牧區 Kids Zone 

親子活動＋ABC (K1-K3) 逢主日上午 10:00 地下顯恩堂 12/03  

其他小組 

將循家長天地 第四個週一上午 11:00 地下演藝廳 27/03 有情，有心人， 

愛承傳 

主日學 

福音班 逢主日上午 11:45 二樓 6A 課室 05/03 不住在黑暗裡 

 
聖餐崇拜及祈禱會 

聖餐崇拜 每月第二個主日 一樓禮堂 

祈禱會 逢主日上午 8:15 一樓禮堂 

4 月 17 日祈禱會 每月第三個週二晚上 7:45 地下顯恩堂 

 

下主日崇拜（2023 年 3 月 12 日 — 大齋期第三主日） 
主題：腓立比書講道系列（4）~ 要像明光照耀 

經文：出 17:1-7    約 4:5-30    腓 2:12-30 

主日崇拜 青少年崇拜（參與大堂崇拜） 

時間：上午 10:00 時間：上午 10:00 

地點：一樓禮堂 地點：一樓禮堂 

講員：劉建良牧師 講員：劉建良牧師 



12 

 

 
 

 

 

 

 
 
 
 
 
 
 
 
 
 
 
 
 
 
 
 
 
 
 
 
 
 
 
 
 

將軍澳堂牧區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將軍澳堂             www.mctko.org.hk           tkomc2004@gmail.com 
堂 主 任：劉建良牧師 
宣教同工：曾美娟牧師、陳淑琳宣教師、歐寳文宣教師、賴季汶宣教師 

  義務教士：關瑞文先生、陳贊科先生 
  行政助理：吳偉信先生                  財務幹事：張沛珊女士 
  電    話：2790 1727、2706 7326       傳    真：2178 1265 
  通訊地址：新界將軍澳唐俊街十五號      WhatsApp：6373 5953 
 
  將軍澳循道衞理幼稚園                  www.tkomkg.edu.hk 
  校    監：陳永堅先生                  校    長：簡美玲女士 
  校    牧：劉建良牧師              
  電    話：2790 1790                  傳    真：2178 1678 
  通訊地址：新界將軍澳尚德邨尚禮樓四樓平台 A、B、C 翼 
 
  將軍澳循道衞理小學                    www.tkomps.edu.hk 
  校    監：陳永堅先生                  校    長：林德育先生 
  校    牧：劉建良牧師                  助理校牧：曾美娟牧師 
  電    話：2706 0770                  傳    真：2706 2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