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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基督徒會堂週刊
「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十 10)
2017 年 1 月 1 日

牧者心聲

聖誕又一年

繆少嫻傳道

「當我小時候我常夢見聖誕夜，有那麼多禮物為我預備。
但那時我卻不知，有一嬰孩為我降生，給我生命最大的禮物。
祂為了我們獻出祂一生，祂為了我們甘心痛苦受死，
為這失落世界祂給予祂所有，並給我們生命意義。
隨著逝去的歲月我漸明白，那真正的禮物是為愛犧牲，
在那陰暗的一天，有一人懸掛十架上，是為了愛，是為了愛。」 — 詩歌
《祂為了我們》
上星期，因著少年福音主日，我才學會了這首詩歌，而它也成為了是次福
音聚會的回應詩。歌詞中，最感動我的一句是「隨著逝去的歲月我漸明白，那
真正的禮物是為愛犧牲。」在福音主日中，我提及過最近新聞採訪了一位聖誕
老人，分享他多年來扮演這角色的難忘經歷。其中一件，就是有一位五歲的病
童，在他的懷中病逝。臨終前，小男孩終於可以見到聖誕老人，他很想請聖誕
老人幫他實現一個願望，可惜他還未講得到是什麼，他就死了。聖誕老人是傳
說中，在聖誕節要來到，為我們送上禮物的一位，而每個人都想得到自己想要
的禮物！但歌詞卻叫我們知道，為我們送上「真正的禮物」的一位，是耶穌，
因祂為愛我們的緣故，在聖誕節降世為人，並最終為你和我的罪，犠牲了自己，
捨身十架。無一個人能像耶穌，能送給我們這份獨一無二，使我們得贖、永生
的禮物。除此以外，其實在我們成長之中，也有不少人因著愛我們，而作出他
們的“犠牲”，包括父母、師長、知己。所以，聖誕的溫暖，也來自我們懂得
感恩，感受到我們是被厚厚的愛所圍繞的。
但同時這句歌詞，亦給我另一重意義，當人越大，漸漸就會發現和明白，
「真正的禮物」的動詞，不單是「接收」
、也是「付出」
。能夠為愛而去付出、
甚至犠牲，原來也會帶來喜悅和滿足。相信家中有小孩的，更加能體會箇中的
意思和感受。我們付出給小孩的，總比他們給予我們的多，但我們往往卻能從
這個過程中，獲得那不能言喻的寶貴禮物，令我們明白到，原來「付出」也是
另一類的「接收」
。這首詩歌，其實還有第三段歌詞：
「我終於找到生命的意義，
是將我整個心靈完全交給祂。在每天我所說、每一天我所做，所有一切是全為
了祂。」過聖誕，我們或許都已習慣，從歡迎耶穌的降臨、領受祂恩典的心境
出發。但願這首詩歌也帶給我們，另一向度的心境，嬰孩耶穌來了，我們又可
以因著愛，為祂付出什麼、犠牲什麼呢？聖誕過後，又新年。若你習慣在新一
年的開始，為自己定下目標、計劃，那麼在其中有多少立志和願望，又是純粹
地「為了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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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講員: 黃耀長老
主席： 李國基弟兄
司琴: 楊國豪弟兄
襄禮： 執事
接待: 鄧張燕儀姊妹 鄧永福弟兄 陳慧儀姊妹
投影： 陳有恆姊妹
音響: 李仲陽弟兄
麥淦婷姊妹
小果子園地: 麥家慧姊妹 許譚頌賢姊妹 周黃詠詩姊妹 劉炯森弟兄
場地主管 : 孔宙男弟兄 鄧永福弟兄 葉偉良弟兄 潘樂怡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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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會~~~
※歡迎今天出席聚會的新來賓，願主的平安臨到你！※
※今天小果子園地於副堂舉行，內容是兒童崇拜，歡迎三歲以上兒童與我們一同參加※

聚會及會務消息：
1. 鼓勵弟兄姊妹準時出席主日聚會，並在 5 分鐘前入座並安靜預備敬拜的心。
2. 教會祈禱會︰在第三週（15/1）舉行，由黃耀長老負責，主題為弟兄姊妹的
敬拜生活禱告；教會復興，全賴弟兄姊妹同心祈禱，鼓勵大家一同來守望、
禱告。
3. 二十六周年堂慶愛筵︰今天我們開始在卍慈中學崇拜，剛好又是教會二十六
周年堂慶的日子，我們在崇拜後假富亨邨嘉年華酒樓舉行愛筵，一同歡慶。
收費為七十元正，十二歲或以下小童不收費，請在酒樓付款給各枱收款人。
4. 崇拜點名卡︰在主日進入卍慈中學校園需有崇拜點名卡作為識別，若弟兄姊
妹未有或遺失崇拜點名卡，請向吳佩儀姊妹申請。
5. 借用教會埸地︰由 1 月 1 日開始，若需要於主日下午借用教會場地，請事奉
小組及團契負責人或小組組長先在教會場地借用表上登記；若需於下午 2:00
前返教會之弟兄姊妹，請先向佩儀姊妹借用教會門匙。
6. 大專大學生澳門短宣體驗：目的（a）體驗澳門文化及認識當地福音需要（b）
嘗試跨文化佈道，協助舉辦福音聚會和活動。日期：6~9/1/2017（五~一），
隊員：鄭志威、李曉暉、陳芷晴、潘樂怡、朱迪怡及黃詠君。最後一次短宣
訓練於 2017 年 1 月 5 日（四）下午 3:30，在教會進行。代禱事項：（a）合
一的團隊，美好的配搭事奉。
（b）各人能在短宣體驗中有所領受和經歷。
（c）
與澳門人有深刻的交流，彼此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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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主日學青年級第一季課程（1~3 月）：嗎哪、但以理、以勒及約書亞團契的
弟兄姊妹將一同研讀「十二先知書」，導師：黃耀長老、郭活玲執事。另有
家長班，歡迎弟兄姊妹邀請親友參加，一同認識寶貴救主。
8. 盈豐集 90 期︰已出版，弟兄姊妹可自由取閱。第 91 期將定於 3 月 19 日截
稿，歡迎你來踴躍投稿。繼續歡迎弟兄姊妹在「We Share」欄目與弟兄姊妹
分享日常生活中開心有趣的照片，請將照片連同相關文字描述，發送
whatsapp 至 97153397，或電郵至 yingfungtpcc@gmail.com，每期獲選最有趣
照片的提供者可得禮物乙份。
9. 教會大掃除：請各團契、小組負責人及弟兄姊妹安排最遲於今天清理各團櫃、
壁報板上已過時之資料及郵箱之信件等。

感恩及代禱：
香港、世界及宣教：
1. 為宣教士禱告：記念朱昌錂牧師、彭治權宣教士夫婦、周修敏牧師、任克達
牧師、譚國權牧師夫婦、李祖苑牧師及梁鴻光牧師，求主使用他們在不同工
場的宣教事工，供應他們和家人身心靈需要。
2. 任克達、任麥雅麗（中福南非宣教士代禱信）（2016 年 10 月份–1）︰（i）
感謝主，最近四位新信主的弟兄姊妹已於十一月受洗。求主幫助他們在真道
課程的學習，也給牧者有智慧引領他們成長。
（ii）請為在德班新華商城公寓
的週一團契聚會代禱，現在來參加的人數穩定，除固守真道的主題外，也有
家庭生活主題，求主使用這個聚會（iii）上個月教會收到三萬件衣服慈惠贈
品，透過宣教士與南非教會的合作分送給德班附近貧窮地區的人，求主使用
教會的慈惠事工見證主的愛…（待續）
教會事工：
1. 明年教會主題「這是我的家—童叟，同守」
：
「童叟」是兒童和長者（以喻我
們的父母）
，
「同守」是一同守望，一同守護。讓我們同心合意，一同彼此牧
養我們的下一代，也一同彼此幫助，把我們的上一代帶到主面前。「家」正
是我們一同守望我的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地方。
會眾：
1. 黃羅明兒姊妹預產期為 20/1，請在禱告中記念姊妹生產的平安，孩子順利出
世。
2. 張銘昌弟兄及張羅佩兒姊妹小兒子頌言已開始用口進食，進展順利，沒有哽
噎（choking）問題。求主幫助頌言，身體健壯，可以早日出院。
3. 記念以下肢體及親友：林梓楓姊妹（林沛晞姊妹母親）
（有健壯的身體去面
對切除腫瘤後之各種跟進治療）
，馬周佩珍姊妹（姊妹生產後的康復及嬰孩
健康成長）
，尚方嘉敏姊妹（預產期 9/2）
（姊妹身體的適應和胎兒的成長）
；
海外留學、教會生活和學習禱告（林沛晞姊妹－台灣；鄧朗晞弟兄、李浩輝
弟兄－英國；黎學正、鄧至昊－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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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1. 奉獻收支：可以支票（抬頭：The Incorporated Trustees of Tai Po Christian Church)
或轉帳方式奉獻(匯豐銀行帳戶號：600-723852-001)， 最新財務報告（2016
年）
如入帳或轉帳，請將收條寫上名字後，放入奉獻箱內。
($)
10 月 1-10 月
建議弟兄姊妹盡量減少以現金奉獻。
奉獻 377,620 3,062,673
2. 詳細報告張貼於接待處壁報板，歡迎弟兄姊妹參閱。 支出 277,135 2,320,123
餘/不足100,485

母堂速遞：

742,550

製表人：黎汝業執事

吳紹賓傳道牧者心聲（2016-12-4）︰本堂的『愛心飯堂』於 10 月 6 日『開飯』
，
逢星期四下午舉行。…能與街坊同枱食飯，使我有不同的體會，他們當中有些
是素未謀面；有些卻是基督教節慶後跟進探訪而結識的朋友。與街頭派福音單
張所遇見的途人（像過客般擦身而過）不同，他們有些人是每周也出現，大家
一同吃飯，每個都是有血有肉、有名字、有故事的人，他們願意踏進教會來！
在當中我們一起分享肢體所預備的飯餸（有個別朋友會加餸或買生果來）
，不單
使身體有溫飽，一齊食飯亦加增了人際間的接觸與關係。我們在飯桌上會交談，
了解其近況，亦作簡單服侍（如遞紙巾、添茶等）
，最近幾次在飯後也播放福音
見證光碟，他們有部份人也會留下來觀看。最令我感動的是，有好幾次在飯後，
能為一個男士的生活和家庭問題一同禱告，但願主耶穌的救恩能早日臨到其家
中！
~~~~~~~~~~~~~~~~~~~~~~~~~~~~~~~~~~~~~~~~~~~~~~~~~~~~~~~~~~~~~~~~~~~~~~~~~~

主日聚會出席人數
日期/時間
12 月 4 日
崇拜

141 人

12 月 11 日

12 月 18 日

12 月 25 日

137 人

成崇 105 人
少崇 50 人
（新朋友 19 人）
合計 155 人

198 人
新朋友 33 人
小果子
（21 人 新朋友 3 人）

110 人（聖餐）
/
56 人（祈禱會）
/
85 人（家會）
下週感恩主日事奉人員安排
講員: 凌凱妮傳道
主席： 胡黃文璧姊妹
司琴: 鄧麗詩姊妹
司他： 劉志敏弟兄
接待: 李志聰弟兄 張貞鳳姊妹 黃綺霞姊妹
投影： 蔡朱秀婷姊妹
音響: 李仲陽弟兄 麥淦婷姊妹
投影片製作： 麥子偉弟兄
梁劉洪漪姊妹 李佩儀姊妹
孔宙男弟兄 鄧永福弟兄
小果子園地:
場地主管：
阮智榮弟兄 林佩誼姊妹
葉偉良弟兄 潘樂怡姊妹
本週團契聚會
名稱
日期
時間
週會內容
主領
地點
以琳 3/1（二） 上午 9:30
1–3 月生日會
張馬錦冰
正堂
正堂
嗎哪 8/1（日） 下午 12:30
我最喜愛的聖經人物
郭活玲
（後）
正堂
但以理 8/1（日） 下午 12:30
大組分享－同行 2017
廖家瑩
（前）
黃耀長老 黃周艷芳
以勒 7/1（六） 下午 4:30
一生之計在於神
正堂
張家豪
約書亞 7/1（六） 下午 2:30
寶劍練習（尼希米記）
李仲陽 黃諾祈
正堂
祈禱會 +
大衛 7/1（六） 下午 2:30
李志聰 陳有恆
閣樓
瞬間看地球（宣教初探）
聖餐/祈禱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