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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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7 月 17 日

牧者心聲

平等‧分享

繆少嫻傳道

有一個星期六下午，相約了幾位大衛團的姊妹回來開會。到了約定的時間，
就只有一位出現，心裡很無奈地接受：
「難道她們又遲到了？！」怎料，出現了
的那位姊妹向我說，她見到另外兩位姊妹坐在教會門口，正與一位執紙皮的婆
婆傾談。隨即，我便到門口看過究竟，並站著她們的背後、細聽她們的對話。
婆婆不停說，不好意思收下姊妹所送的麥當奴劵；而姊妹就鼓勵她慢慢享用，
並藉此關心她。這個景象令我感動非常，因她們在團契時間以外，活出了「平
等分享」的精神！不單與有需要的人，分享她們有的東西；更重要的是藉著分
享，向對方表達出愛和關懷。
今年開始，在大衛團的週會內出現了「平等分享行動」
，這是一個由本土香
港人曾志浩所發起的社區運動，無組織、不定時地，以「街坊」的身分，向區
內的露宿者、拾荒者分享飯盒、鞋子、外衣、超市券等。看似是一個簡單平凡
的活動，但背後卻傳遞著重要的核心價值：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那些貧窮、沒
有地位、甚至沒有生產力的人，與任何人一樣，他們都需要得到人的尊重和關
愛。而體現這「平等」的行徑，就是我們不看這些人為「受助者」
，大家同屬「街
坊」
，一同在這社區生活，互相扶持。所以，這理念與我們一向所認知的慈惠或
社會福利等的概念不同，它不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施予，乃是以一個平等的身分
去分享。也許，我們會覺得這個理念很「理想化」
，那些露宿者、拾荒者又怎會
有能力付出和回饋分享呢？
這正正就是「平等分享」其中要突破我們的框框。有一次，在大衛團的「平
等分享行動」中，有位姊妹問到，如果有人拒絕接受我們所送的物資，可以怎
麼辦？當然，我們需要清楚表明來意；但假若對方仍堅持拒絕，我們亦應當尊
重，而非勉強對方接受。因為「平等」就是包含著對對方意願的尊重，可以有
接受和拒絕的自由！雖然，這行動的發起人並不是基督徒，但我覺得這理念是
很值得基督徒深思和反省的。有多少時候，我們都慢慢隨波逐流，已看不見「神
看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當我們在施予和付出之時，又有多少時候，自義地
以為自己比那些「受助者」更好彩或優越，所以他們就應當接受我們的幫助？
誠言，在這世界發生的苦難，很多時候我們都難以理解和明白，能夠有力
量去付出和幫助別人當然是好的，也是恩典。然而，今日我們能夠分享，只因
我們比許多人先領受了，並先經歷到祂的愛和憐憫。在福音面前，我們其實都
沒有什麼可誇的，神的恩典乃是平等地賜給每一個人。也許那些露宿者、拾荒
者未必有任何物資或行動上的回饋，但他們卻「教導」我們，每個人在恩典之
下，都有作為人的價值和尊嚴，讓我們帶著一顆謙卑的心，去與那些同樣蒙神
所愛的人分享！ （*多謝上星期有姊妹更正，原來曾志浩先生是一名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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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講員: 勞曾麗珊傳道
主席： 劉炯森弟兄
司琴: 謝秀怡姊妹
司他： 楊國豪弟兄
潘郭愛心姊妹 李歐雪貞姊妹 投影： 朱秀婷姊妹
接待: 凌凱敏姊妹
妹
音響: 李仲陽弟兄
麥淦婷姊妹
總務： 周黃詠詩姊妹
我是地球小管家（3） 楊陳芷筠姊妹 梁劉洪漪姊妹 張家豪弟兄
陳有恆姊妹
黃詠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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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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是參與成人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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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教會祈禱會將由黃耀長老負責，主要為教會團契生活、肢
體相交禱告，教會團契的復興，全賴弟兄姊妹同心祈禱交託，鼓勵大家一同
來守望、禱告。
3. 下週為神學教育主日，講員為梁俊豪傳道。
4. 青少年夏令營：主題：
「Full 委」
，地點：薄扶林傷健營。登加者請留意，今
天下午，祈禱會後一起用午膳，2:00 於正堂集合出發。
5. 大專大學生門徒訓練：目的（i）鞏固與神關係、扎穩生命根基、
（ii）在校園
實踐大使命、見證基督。日期：28/7~6/10/2016（逢星期四晚上 5:00~7:00，
共 9 次；15/9 中秋節暫停一次）
。導師：陳寶蘭傳道、繆少嫻傳道。有意參
加的弟兄姊妹請於 7 月 20 日(三)前向傳道同工或團契導師報名。訓練內容：
28/7
4/8
11/8
18/8

關於你和神：
與神關係的優先性
關於你和神：
被聖靈充滿的生命
關於你和自己：
時間管理
關於你和自己：
認識自己

25/8
1/9
8/9
22/9
6/10

關於你和自己：
情緒管理
關於你和人：
如何在校園傳福音 （一）
關於你和人：
如何在校園傳福音 （二）
關於你和人：
做你同學的好同學
門訓重整與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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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是地球小管家︰小果子–暑期聖經活動，於 7 月的每主日舉行，時間為上
午 10:00~12:00，目的是透過不同活動及聖經學習，建立孩子們對環保的意
識，內容包括詩歌，故事，手工，烹飪，實驗等，對象：升 K1~K3、升 P1~P5、
升 Form 1~3 的同學，地點︰教會副堂，歡迎弟兄姊妹幫孩子報名參加，一
同來認識聖經中神給予孩子的重要託付。青年級主日學（撒母耳記）改往正
堂舉行。將於 14/8 崇拜中舉行頒獎禮。
7. 天路行者-短期訓練課程︰目的為訓練中年信徒擔當福音大使，接觸及協助
年紀相近的未信者逐步認識信仰。最後 1 課：7 月 26 日（週二）
。時間為中
午 12:15~下午 1:30。地點︰教會正堂。
8. 「生命之道」課程：下季將會查考「但以理書」
，日期為 9 月 8 日（四）~11
月 3 日（四）
，時間：逢星期四晚上 8:00~9:45 舉行；地點：迦密聖道中學
（大埔太和路 10 號）
。
9. 「圖書蜜蜜大翻新」：圖書小組正舉行圖書大翻新行動，之前收集之書籍已
放在天井供弟兄姊妹自由取走，請弟兄姊妹把握機會，揀本好書回家蜜蜜讀。
沒有人取走之書籍將全部贈予中華福音使命團轉贈有需要肢體。
10. 主日學青年級第三、四季課程(7~12 月)：嗎哪、但以理、以勒及約書亞團
的弟兄姊妹將一同研讀「撒母耳記」，導師：黃耀長老、郭活玲執事；有意
參加之弟兄姊妹請在接待處壁報板之表格上簽名。另有家長福音班，歡迎弟
兄姊妹邀請親朋參加，一同認識寶貴救主。各班名單已張於接待處壁報板上，
歡迎弟兄姊妹參閱，詳情可向陳寶蘭傳道，郭活玲姊妹或吳佩儀姊妹查詢。
11. 盈豐集︰第 89 期將定於今天截稿，歡迎你踴躍投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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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至 yingfungtpcc@gmail.com 或發送 whatsapp 至
93221316，每期獲選最有趣照片的提供者可得禮物乙份。
12. 「閱讀轉化生命」香港書展－基督教坊：於 7 月 20 日（三）~26 日（二）
上午 10:00~晚上 10:00 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 3G（電梯按 3 字）舉行，
主辦機構：基督教出版聯會，詳情可瀏覽網頁 http://christianbookfair.hk 或參
看天井壁報板上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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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師和譚國權牧師夫婦（中福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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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福音傳遍藏族禱告：（2）僧侶是整個藏文化的持有者，是藏族人中既有
知識又有影響力的一群人，他們大部份一生都在尋求救贖和真理之道，但很
多人並沒有在佛教當中找到。一些僧侶們承認佛教是一個哲學體系，其中並
沒有神。在整個僧侶群體中，也有不少人只是把出家當成一種生活方式。請
為藏族代禱：（i）求上帝特別在這一獨特的群體中作工，光照他們；（ii）
求上帝用他的大能大力救他們脫離黑暗的捆綁和謊言的轄制；（iii）求上帝
給他們謙卑柔和的心，來尋求那真正的真理；求上帝賜福那些從黑暗裡出來
的人，使他們為主做美好的見證。（資料修輯自《東亞代禱信 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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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
1. 林沛晞姊妹的母親已於 7 月 4 日（一）接受腫瘤切除手術，手術順利，求
主醫治和保守康復過程，為沛晞媽媽對神有堅定不移的信心祈禱，在患難
中經歷主是她隨時的幫助和安慰；另外沛晞舅父確診鼻咽癌，現正接受化
療，求神看顧沛晞和家人，盼望他舅父能認識福音，經歷主拯救的大能。
2. 中學文憑試（DSE）已於 7 月 13 日（三）放榜，大學聯招將於 8 月 8 日（一）
放榜，請為應考的學生潘樂怡、黃詠君、李俊廷、曾恩齊、鄭力文、趙晉尉、
林曉蔚、陳芷晴、李彥堯、鄭志威、廖俊傑、梁奕思、李曉輝、張衍禎及曾
芷珊祈禱，求天父帶領各同學前程，體驗主同在的平安。
3. 記念以下肢體及親友：陳張佩珍姊妹（陳志豪弟兄祖母，身體穩定，與家人
有交流，求主堅固她對神的信心）
，聶宋藹欣姊妹（預產期 17/8）
，楊陳芷筠
姊妹（預產期 10 月中），劉謝秀媛姊妹（預產期 10 月中）
，馬周佩珍姊妹
（預產期 11 月中）
，張羅佩兒姊妹（預產期 11 月尾）
（五位姊妹身體的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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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以心、黎學正、鄧至昊－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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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5 月
如入帳或轉帳，請將收條寫上名字後，放入奉獻箱內。 ($)
奉獻
222,346 1,480,375
建議弟兄姊妹盡量減少以現金奉獻。
支出
238,988 998,978
2. 詳細報告張貼於接待處壁報板，歡迎弟兄姊妹參閱。 餘/不足 -16,642 481,397

母堂速遞：

製表人：黎汝業執事

澳門事工—彭治權、彭陳麗娟宣教士(七月份)代禱事項︰(i)感謝神濠恩堂第二
屆洗禮於今天下午3：30在黑沙海灘舉行，兩位弟兄姊妹：黃錦添弟兄和吳七好
姊妹將會接受洗禮，願神賜當天有合宜的場地和合適的天氣，一同頌讚主恩。
(ii)請繼續禱告記念濠恩堂正在等候，神賜更合適的地方給教會進行崇拜和聚
會，以便會眾得著更好的牧養，教會得著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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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聚會出席人數
日期/時間
6 月 19 日
6 月 26 日
7月3日
7 月 10 日
崇拜
143 人
144 人
151 人
138 人
聖餐/祈禱會 81 人（祈禱會）
/
107 人（聖餐）
/
下週神學教育主日事奉人員安排
講員: 梁俊豪傳道
主席： 黎歐淑賢姊妹
司琴: 李國基弟兄
司他： 林啟鴻弟兄
接待: 凌凱敏姊妹 潘郭愛心姊妹 李歐雪貞姊妹
投影： 林沛欣姊妹
音響: 李仲陽弟兄 麥淦婷姊妹
投影片製作： 林沛欣姊妹
我是地球
馬周佩珍姊妹 梁劉洪漪姊妹 李佩儀姊妹
總務： 周黃詠詩姊妹
小管家 （4）:鄭志威弟兄 趙詠彤姊妹
本週團契聚會
名稱
日期
時間
週會內容
主領
地點
以琳
19/7（二） 上午 9:15
雲彩見證人
勞曾麗珊傳道
正堂
嗎哪
24/7（日） 下午 12:30
小組
組長
正堂
但以理 30/7（六）
待定
戶外活動 Outing
Kinder
/
以勒
23/7（六） 下午 4:30
小組分享
組長
正堂
約書亞 23/7（六） 下午 2:30
查經
馬鴻發 黃嘉曦 麥家慧 正堂
大衛
23/7（六） 下午 2:30
小組
/
副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