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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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6 日

牧者心聲

「記得帶鑰匙！」

繆少嫻傳道

前星期五，當海馬掠港後，我便外出探爸爸、及與友人食晚飯。十一時多，
到達家門的那一刻，才發現自己忘了帶鑰匙！家中一個人也沒有，弟弟上班去
了；幸而媽媽沒外出旅遊，只是去了某處打麻雀，可是，她沒有帶電話，我也
不知道她去了哪人的家。結果，在有家歸不得的無奈下，我拖著疲倦的身軀，
到附近的麥記坐。
再次行經被海馬搗亂過後、滿是落葉的街道，在只有零星途人的晚上，我
在麥記默默地倒數，進入另一日。雖然，我知道這個等待是有盼望的，但已疲
倦的身體卻很真實地，告知她是何等希望可以快快回家，洗澡、睡覺。十二時
過後，麥記職員說他們也要關門了，我只好繼續在這變暗了的商場中流連。事
實上，我也不是很可憐，因自我在 Facebook 發文後，就不斷地收到朋友們的信
息和來電，他們的問候和邀請，真的教我很窩心！直等到十二點半左右，接到
屋企的電話，我就被「救」了。
這短短的一小時多，使我略為對「哀哭切齒」有點明白！在一個你何等熟
識的門口，從沒想過自己進不去的地方，卻真實地毫無辦法進去。屋裡原有的
舒適、所期待享有的休息，一刻間成為泡影，要被逼流連在外，只能等待著一
個沒有確實時間的歸期。當然，我這次短暫的經歷，遠遠比不上那些在聖經中，
所描述被丟在火湖中、趕到黑暗裡去的惡人、惡僕的結局。那時，我又想起寶
蘭，在教導《歌羅西書》的導言中，所講過的一個比喻。那個比喻，正正就是
我當時的處境：
「疲倦的身軀渴望安躺在家中舒適的沙發上，邊看電視、邊喝可
樂。在家門前，才驚覺忘記了帶鑰匙！」這比喻，其實一矢中的地道出了《歌
羅西書》的中心思想：耶穌基督，就是使我們將來可以承受天國基業的鑰匙！
在《歌羅西書》裡所講到的基督，不單創造萬有、藉著十字架祂叫我們及
萬有，與上帝能和好；此書更說到，基督就是神的形象（Image） 和奧秘
（Mystery）！「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你們
在祂裏面也得了豐盛。」
（西二 9~10 上）這書中，所強調的「信」是一種持續
進行式，甚至用植物成長的比喻來形容：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
祂而行，在祂裏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
增長了。」
（西二 6~7）而且，保羅提醒我們，要記得時常帶著這生命的鑰匙：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西三 3~4）神已經把這生
命的鑰匙賜給我們，關鍵在於我們有否時常帶著祂？帶著祂的意思，就是持續
地「住在祂裏面」
，我們的生命與基督聯合在一起，凡我們每刻的生活、動作、
存留，都在乎祂！這樣，我們才不會在某天被召「回家」的時候，驚覺地發現
自己忘記了帶鎖匙，而要永恆地「哀哭切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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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講員: 黃耀長老
主席：
司琴: 溫思穎姊妹
襄禮：
接待: 李志聰弟兄 張貞鳳姊妹
黃綺霞姊妹
投影：
音響: 謝兆源弟兄 李焯輝弟兄
總務：
小果子園地: 麥家慧姊妹 周黃詠詩姊妹 林鄭文莉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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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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20/11）教會祈禱會將由黃玉冰執事及宣教小組負責，主
要為普世及教會宣教事工禱告，宣教事工的復興，全賴弟兄姊妹同心祈禱交
託，鼓勵大家一同來守望、禱告。
3. 感謝主，教會借用卍慈中學禮堂和課室作主日上年聚會之申請已獲允准。從
明年一月一日起，教會主日上午之主日學、主日崇拜及祈禱會將改在卍慈中
學禮堂及課室舉行，聚會時間不變。詳情容後公佈。請記念我們一同的預備，
也讓我們同心求主帶領我們在那裡繼續事奉祂，擴展祂的國度。
4. 兩堂聯合浸禮及轉會禮：於 11 月 27 日（日）下午 3:00 在本堂舉行。誠邀
弟兄姊妹一同出席，與新葡一同見証主奇妙救恩。證道：黃耀長老，施浸：
吳紹賓傳道，主席：謝思名執事。
5. 教會家會：於 12 月 4 日（主日）下午 2:30~4:00 舉行，黃耀長老主領，馬鴻
發執事領詩，務請所有肢體出席，一同了解教會來年事工方向發展，並為此
守望，當天將同時派發事奉手冊及會友手冊更新版。當天崇拜後將有愛筵，
並有「告別舊堂」聚會，時間︰12:30~2:30，由勞曾麗珊傳道主領。
6. 主日學頒獎禮：12 月 18 日是本年度最後一次主日學，本年度頒獎禮將於 12
月 11 日(日)上午 9:30 假正堂舉行，誠邀各主日學導師及同學出席。當天將
頒發嘉許紀念品予各團契導師，誠邀弟兄姊妹一同參加，彼此鼓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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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青少年福音主日：將於 12 月 18 日（日）上午 11:00 在副堂舉行，講員：繆
少嫻傳道。歡迎弟兄姊妹邀請中一至中六少年人及大專同學出席，請在禱告
中記念弟兄姊妹佈道的心，求神預備傳福音的對象。當天青年級主日學將改
往正堂閣樓舉行，中學級主日學暫停一次。
8. 聖誕福音主日：將於 12 月 25（日）上午 11:00 舉行，聚會後有愛筵。講員：
勞曾麗珊傳道。請弟兄姊妹一同為我們的父母、家人、親友同事禱告，求主
預備他們的心，也為我們的邀請對象禱告。小果子園地當天亦同步於副堂舉
行福音聚會，內容有詩歌、故事、茶點，歡迎弟兄姊妹邀請三歲以上兒童出
席。當天主日學暫停一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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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隊員：鄭志威、李曉暉、陳芷晴、潘樂怡、
朱迪怡及黃詠君。第一次短宣訓練於 11 月 17 日(四) 晚上 7:00 進行。
10. 盈豐集：新增設「We Share」欄目，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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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踴躍投稿，與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精彩時刻。第 90 期盈豐集截稿日期是
11 月 20 日。
11. 崇拜點名卡︰若弟兄姊妹未有或遺失崇拜點名卡，請向吳佩儀姊妹申請。
12. 圖書整理：圖書小組於今天全面整理教會圖書及影音資源，各項借用服務於
10 月 16 日（日）開始暫停；請弟兄姊妹歸還已借用之圖書及影音資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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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季將查考「詩
篇（II）」
，日期為 3 月 2 日（四）~5 月 4 日（四），現時的參加者可優先向
組長報名。報名表已存放於司事檯面，新參加者填妥表格後可交回陳寶蘭傳
道，截止日期：11 月 6 日（日）。
14. 清理副堂︰副堂存有許多玩具、精品等物資，現擺放於副堂門口，歡迎弟兄
姊妹取走。
15. 主日學全體導師會議︰於下週 11 月 13 日（日）崇拜後假正堂舉行，講解有
關遷到卍慈中學舉行主日學之初步安排，請各導師依時出席。
16. 從「創造」看《雅歌》
《聖經．新漢語譯本》講座系列 2016：於 11 月 19 日
（六）上午 10:00~中午 12:00 假基督教信義會真理堂舉行（九龍窩打老道五
十號）
；講員為楊錫鏘牧師(中神榮譽校牧)。主辦機構：新漢語聖經協會；查
詢電話：3123 6920，網上報名:ministry@chinesebible.org.hk。詳情請參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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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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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約堡福音教會︰…為
了加深對神話語的認識及強化肢體間的交流，教會除了現時在約堡北區設有
青年小組外，也會在八月開始增設東區小組，祈盼這小組能為一些新朋友締
造合適的屬靈環境，可以藉著溝通，給予足夠的關注，建立歸屬感，彼此實
踐和經歷主耶穌所應許的豐盛生命…（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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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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羅佩兒姊妹及馬周佩珍姊妹將於 11 月中分娩（預產期分別為 20/11 及
22/11），求主保守兩位姊妹生產順利，嬰孩能平安出世。
2. 林沛晞姊妹的母親︰因身體之腫瘤，已於十月初完成化療療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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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記念以下肢體及親友：聶宋藹欣姊妹、劉謝秀媛姊妹、楊陳芷筠姊妹（生產
後的康復及嬰孩健康成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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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財務報告(2016 年)
財務：
($)
8月
1-8 月
1. 上週收集之差傳奉獻為$5,308。
奉獻 326,257 2,407,211
2. 奉獻收支：可以支票（抬頭：The Incorporated Trustees 支出 265,809 1,791,708
of Tai Po Christian Church)或轉帳方式奉獻(匯豐銀行 餘/不足 60,448 615,503
製表人：黎汝業執事
帳戶號：600-723852-001)，如入帳或轉帳，請將收條
寫上名字後，放入奉獻箱內。建議弟兄姊妹盡量減少以現金奉獻。
3. 詳細報告張貼於接待處壁報板，歡迎弟兄姊妹參閱。

母堂速遞：
1.

澳門事工—彭治權、彭陳麗娟宣教士(十月份)代禱事項︰（i）濠恩堂有一
些慕道者，反覆被試探所勝，請為他們禱告，求神感動他們願意接受神的拯
救，遠離罪惡。
（ii）請記念星期四、五晚上在濠光軒都有福音戒賭小組，希
望日後能將兩組合為一，在星期三晚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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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聚會出席人數
日期/時間
10 月 9 日
10 月 16 日
10 月 23 日
10 月 30 日
崇拜
137 人
136 人
158 人
134 人
聖餐/祈禱會
/
68 人（祈禱會）
/
/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安排
講員: 勞曾麗珊傳道
主席： 黎歐淑賢姊妹
司琴: 楊國豪弟兄
司他： 劉志敏弟兄
接待: 何鄧幼蘭姊妹 林佩誼姊妹
投影： 張家豪弟兄
音響: 謝兆源弟兄 李焯輝弟兄
投影片製作： 黃諾祈弟兄
小果子園地: 梁劉洪漪姊妹 黃綺霞姊妹 阮智榮弟兄 總務： 黃思遠弟兄
本週團契聚會
名稱
日期
時間
週會內容
主領
地點
以琳 8/11（二） 上午 9:15
床的啟示
勞曾麗珊傳道
正堂
嗎哪 13/11（日） 下午 12:30
共享生命糧
黃陳就萍
副堂
但以理 13/11（日） 下午 12:30
退修日
黃耀長老 劉志敏
正堂
以勒 12/11（六） 下午 4:30
小組查經
小組
正堂
約書亞 12/11（六） 下午 2:30
查經
鍾苑婷 黃諾祈 李仲陽 正堂
大衛 12/11（六） 下午 2:30
小組
各小組
副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