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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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9 日

牧者心聲

我的牧者：畢德生(Eugene Peterson)

陳寶蘭傳道

與牧者同遊：在機構事奉時，因著出席會議和取年假，有三星期的遠遊和
休息。當時我選了盧雲的《浪子歸家的故事》和畢德生牧師的《返璞歸真的牧
養》二本書為伴，自此盧雲和畢德生成為我生命中的朋友和牧者。讀神學時，
除看教科書外、我以讀他們的書為「前菜」和「甜品」
。畢德生牧師是加拿大維
真神學院的神學教授，被喻為是北美具影響力的靈修作家。(他的著作包括《與
馬同跑》
、
《請你吃聖經》
、
《俗世聖徒-平凡人的靈性生活》
、
《顛覆靈性》
、
《回應
上帝-用詩篇禱告》、《Message 信息版聖經》等)
畢德生牧師待在一間小型堂會牧養三十多年，被喻為是「牧者中的牧者」
。
在《建立生命的牧養》一書中，他提出「禱告、讀經和給與屬靈指導不只是最
基本的，也是安靜的，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受注意的操練」(前言 III)」
，這三項
操練是「隱藏的事奉」
，也是向神交賬的。每次看他的書，感覺這位牧者在牧養
自己，並提醒我如何作牧者。
（一)禱告：畢德生牧師提出「禱告是先面對神，然後再面對世界，祈禱是
聆聽神話語，即使世界很敗壞，也要留心神在其中的運行」(頁 27-28)。他提醒
我禱告不只是我「向神說話、與神傾心吐意」
，禱告也是「聆聽神說話」
，聆聽
神在我的生活場景說話。香港人生活忙碌，如何停下來祈禱？如何忙中取靜？
在生活分秒必爭下，我們需要建立安靜的節奏和韻律：如早上靈修時，先有五
分鐘深呼吸，祈求被神的愛充滿包圍；午餐後預留十分鐘靜步，回顧早上的經
歷；放工回家早一個站落車漫行回家，細味、回顧一天的生活，與神傾談。
（二)「轉眼為耳」的讀經：畢德生牧師提出「讀經是留心神在兩千年來，
於以色列和基督裡，所說的話和施行的作為(頁 iv)。神重新挖開我們被聲音垃
圾塞滿的耳朵，就好像以撒重新挖開被非利士人填滿的井一樣」(頁 101)。他
提醒我「用眼閱讀」和「用耳聆聽」讀經的分別，讀經不是為了得到知識、資
訊，而是經歷神的話進入內心、改變生命、與神相交相契。靈修是咀嚼神的話，
我靈修前會讀一篇詩篇，除了慢讀外，我會有片刻的停頓，藉以聆聽之前所讀
的字句，這像「回音」，也讓我「回甘」。
（三)屬靈導引：畢德生牧師提出作為牧者、屬靈導師除了看聖經和報紙，
也要看聖靈(頁 161)。他提醒我無論作屬靈導師或找屬靈引導(spiritual director)，
重點是留意「每天所發生事情的細節」
，並留心聖靈的工作。去年我成為一位學
傳同工的 Mentor(生命師傅)，用牧會以外的時候去見他。我們約三個月見面一
次，由這 mentee 主動提出他所關注的事，我不只分享自己的經驗，也一起聆聽、
尋求「聖靈」的引導、與他同行。過程中大家也成長，而我也感到很開心滿足。
每年的定期「退省」
，我也會約見屬靈導師，尋求屬靈引導，又或在平日找一些
牧者、屬靈前輩分享、傾談，幫助我分辨神在我生命中的引導。
弟兄姊姊，我們都需要「屬靈導師」、
「生命師傅」
，讓我們從「食飯閒談」
中學習「分辨屬靈」的事，留意當中聖靈的同在和引導。盼望我們每個人都找
到自己的保羅(屬靈前輩)、巴拿巴(屬靈同輩)、提摩太(屬靈後輩)，並且一同
努力，實踐這些「隱藏的事奉」
。

2016 年 10 月 9 日

/2

主日崇拜程序
講員: 勞曾麗珊傳道
主席：
司琴: 鄧麗詩姊妹
司他：
接待: 黃玉冰姊妹
孔宙男弟兄
陳慧儀姊妹 投影：
音響: 周栢豪弟兄
麥淦婷姊妹
總務：
小果子園地: 陳紫婷姊妹 李佩儀姊妹 雷羅佩宜姊妹

李偉賢弟兄
楊國豪弟兄
朱秀婷姊妹
周黃詠詩姊妹

序
宣
頌

樂-----------------在主前靜默-----------------預備進入敬拜
召 --------------------------------------------- 主
席
讚---------------讓讚美飛揚（普）-------------- 會
眾
牽引
我願觸動你心弦（普）
報 告 / 代 禱--------------------------------------------- 同
工
讀
經------------------雅四 1~10------------------主
席
證
道--------------得不著！焉知非福--------------講
員
回
應---------------------------------------------會
眾
差
遣--------------------------------------------- 同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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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是品德課程（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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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16/10）教會祈禱會改為為借用學校作主日聚會之安排
禱告，由黃耀長老負責，鼓勵大家一同來同心禱告。
3. 嬰孩奉獻禮︰將於 11 月 13 日主日崇拜中舉行嬰兒奉獻禮，弟兄姊妹若想
藉這禮儀表達願意將孩子奉獻給主，請於 10 月 30 日（日）或以前向同工申
請；誠邀弟兄姊妹出席，一同見證主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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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辦機構：中華福音使命團。名額：8 人，費用：$600，截止報名日期：10
月 16 日（日）
。有意報名者，請向繆少嫻傳道索取報名表格。
5. 5/9 音樂會︰於 10 月 22 日（六）晚上 7:30~9:30 舉行，地點為紅磡基督徒
會堂（紅磡馬頭圍道 37 號紅磡商業中心 B 座 4 樓 410 室）。現已額滿，報
了名之弟兄姊妹請向凌凱敏姊妹取票（當晚工作人員/表演嘉賓及籌委不用
取票）
，費用全免，但鼓勵弟兄姊妹自由奉獻。奉獻全數扣除一切開支後，
盈餘將平均撥入兩堂作經常費之用。是次音樂會乃為兩堂四十五及二十五周
年堂慶感恩，不容錯過！
6. 教會秋季旅行：教會於 11 月 5 日（星期六）舉行秋季旅行，地點：清水灣
郊野公園。鄰近的大坑墩燒烤設有風箏場、樹木徑，適合一家大細郊遊，欣
賞風景，歡迎大家邀請家人、同事或朋友參加。形式: 自行以 10 人為一組
自行購買食物及物資（可選擇燒烤 / 野餐）
。收費一律$20 （只包旅遊巴來
回）
， 自行前往則不用收費，截止報名日期為 10 月 23 日。康樂小組會於 10
月 16 及 23 日於崇拜後在台前設收費枱。請在壁報板上報名及細閱詳情。
7. 「生命之道」課程 —「但以理書」：9 月 8 日~11 月 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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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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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兩堂聯合浸禮及轉會禮：於 11 月 27 日（日）下午三時在本堂舉行，現已接
受申請。申請者必須重生得救，完成了本堂之浸禮班，認同本堂之神學立場
和信仰宣言。申請者可向所屬團契導師或傳道人索取所需表格。截止報名日
期：10 月 16 日。
9. 主日學第四季課程(10~12 月)：主日學設有家長福音班，歡迎弟兄姊妹邀請
親朋參加，一同認識寶貴救主。各班名單已張貼於接待處壁報板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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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17 年度事奉意願調查表」：還未交表之弟兄姊妹，請盡快填寫並放在司
事檯之收集箱內。
11. 2016 年兩堂聯合讀經日：於 10 月 15 日（六）（上午 9:45 至下午 5:30）舉
行，地點為紅磡基督徒會堂（紅磡馬頭圍道 37 號紅磡商業中心 B 座 4 樓
410 室）
，主題：約書亞記研讀：
「剛強壯膽，回應呼召」
；講員：黃嘉樑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科教授）。教會預備了旅遊巴往紅磡堂，乘車者請於
當日早上 8:45 於正堂集合。
12. 大埔培靈會︰第 30 屆大埔區培靈會將於 2016 年 10 月 20~22 日（四至六）
舉行，時間：晚上 8:00，講員：李思敬博士（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
，地點：
大埔浸信會（大埔新街市對面）
，大會主題：
「無窮的家譜–解構救恩歷史」
，
詳情請參閱天井之海報。主辦機構︰大埔區基督教教牧同工會。
13. 第 32 屆基督教聯合書展：於 10 月 14~22 日 12:00~9:00 假尖沙咀街坊福利
會禮堂舉行（九龍彌敦道 136 號 A），免費入場。主辦機構︰基督教出版聯
會。詳情請瀏覽：christianbookfair.hk 或 facebook.com/christianbook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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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國權、何詠湘宣教士代禱信 （7 月份–1）︰在繁忙的日子中，時間靜靜
的溜走了，七月份的約堡已進入深冬，日間和晚上的溫差很大也非常乾燥，
我們都期待著春天快臨。神賜下不同的天氣讓我們去經歷，同樣，祂也讓我
們嚐到不同的恩典和帶領。謝謝您們的關心和代禱：（一）約堡福音教會︰
（i）在南非事奉的這些年間，最叫我們感到困擾和不安是看見到處都鬧著
「工人荒」。有時我們在外領會，路過一些城鎮，碰到一些華人，他們都要
求我們留下來牧養教導他們。有一間教會多年沒有牧者，每週只有崇拜聚會
一次，由弟兄姊妹輪流分享。因著大家都缺乏聖經裝備，分享內容難免流於
空泛。偶遇不明白的經文就索性含糊解釋，也不分辨是否合乎聖經真理，聖
經範圍卻往往局限於馬太福音至猶大書，經年如是。這樣信徒得不著造就、
教會不能興旺、福音也不能傳開，實在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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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劉建新弟兄及劉謝秀媛姊妹二女兒已於 10 月 5 日（上週三）順利
出世，孩子重 3.37 公斤，求主保守姊妹生產後的康復及嬰孩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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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楊陳芷筠姊妹將於 10 月初分娩（預產期–今天）
，求主保守姊妹生產順利，
嬰孩能平安出世。
3. 林沛晞姊妹的母親︰因身體之腫瘤，已於上週完成化療療程，為姊妹感恩，
之後仍需接受 30 次電療療程，求主繼續保守姊妹有健壯的身體去面對電療
療程所引起之不適及副作用。
4. 記念以下肢體及親友：聶宋藹欣姊妹（生產後的康復）
，林沛晞姊妹舅父（腫
瘤化療療程能順利完成，經歷主恩典），馬周佩珍姊妹（預產期 22/11）
，張
羅佩兒姊妹（預產期 11 月尾）
，黃羅明兒姊妹（預產期 17/1）
，尚方嘉敏姊
妹（預產期 9/2）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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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8 月
如入帳或轉帳，請將收條寫上名字後，放入奉獻箱內。 ($)
奉獻 326,257 2,407,211
建議弟兄姊妹盡量減少以現金奉獻。
支出 265,809 1,79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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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48 615,503

母堂速遞：

製表人：黎汝業執事

1. 澳門事工—彭治權、彭陳麗娟宣教士（九月份）代禱事項︰(i)請記念剛受
浸的弟兄姊妹，能每天倚靠神，面對各種衝擊考驗時能效法基督。(ii)請記
念在濠恩堂聚會的越南青年勞工，因近日澳門的經濟下滑，他們的工作加添
了難處，影響了他們出席聚會和親近神的時間。
~~~~~~~~~~~~~~~~~~~~~~~~~~~~~~~~~~~~~~~~~~~~~~~~~~~~~~~~~~~~~~~~~~~~~~~~~~

主日聚會出席人數
日期/時間
9 月 11 日
9 月 18 日
9 月 25 日
10 月 2 日
崇拜
133 人
154 人
161 人
146 人
聖餐/祈禱會
/
114 人（祈禱會）
/
110 人（聖餐）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安排
講員: 陳寶蘭傳道
主席： 劉德怡姊妹
司琴: 謝秀怡姊妹
司他： 李國基弟兄
接待: 凌凱敏姊妹 潘郭愛心姊妹 李歐雪貞姊妹
投影： 黃思遠弟兄
音響: 李仲陽弟兄 麥淦婷姊妹
投影片製作： 麥子偉弟兄
小果子園地: 梁劉洪漪姊妹 許譚頌賢姊妹 雷羅佩宜姊妹 總務： 周黃詠詩姊妹
本週團契聚會
名稱
日期
時間
週會內容
主領
地點
悠一遊
以琳 11/10（二） 上午 8:45
（集合地點：太和商場
林炳坤
/
巴士總站，72 號巴士站頭）
兩堂聯合讀經日
紅
講員︰黃嘉樑博士
全教會 15/10（六） 上午 9:45
約書亞記研讀
磡
兩堂聯合讀經日籌委
「剛強壯膽，回應呼召」
堂
教

牧:

行政幹事:
地
址:
教會網址:
法團名稱:

黃耀長老（堂主任） （93594890
eddie.wong@tpcc.org.hk）
陳寶蘭傳道
（98004375
angelchan@tpcc.org.hk）
勞曾麗珊傳道
（51177003
lstsang@tpcc.org.hk）
繆少嫻傳道
（61216896
shmiu@tpcc.org.hk）
吳佩儀姊妹
（92800859
ngpuiyee@tpcc.org.hk）
新界大埔瑞安街 13、15 號康城樓地下 A、B 舖 電話：26667966、26678909 傳真：26678795
http://www.tpcc.org.hk
電郵：info@tpcc.org.hk
The Incorporated Trustees of Tai Po Christian Chu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