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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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3 日

牧者心聲

祂為愛來到世上

陳寶蘭傳道

受難節、復活節不只是假期（Holiday）
，更是分別為聖的日子（Holy day）
。
「平日」
，我們都被很多人、事、物佔據心靈；
「節日」是我們信仰群體的集體
回憶，讓我們在忙碌中，停一停，想一想「誰是生命的主角」？耶穌是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位，祂值得我們預留時間思念、默想祂，再次認定「耶穌基督昨日、
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來十三 8）
（一）受難與復活：耶穌的一生以受苦為高峰，以復活為結束。福音書用
了很多篇幅描述耶穌最後一週的旅程。耶穌的受苦不只被釘在十架至離世斷氣
的 6 小時（可十五 25、34）、不只是一星期，他一生也被人誤解、拒絕。在漫
長苦難中，耶穌不放棄（愛人）、不放縱（自己），定晴仰望父神，耶穌為愛而
生、為愛而死，為愛忍受苦難。耶穌的受難、復活，對你有什麼意義呢？
蘇恩佩的《死亡，別狂傲》、《這一代先知在哪裡？》對我影響很深。蘇恩
佩患上甲狀腺癌，在 1982 年的復活節安息主懷。她 20 多年無懼死亡的威脅，
帶病創辦對青少年影響深遠的雜誌《突破少年》
，他對生命的熱愛、對福音的委
身到今天仍在說話。
「能置我於死地的不是死亡，而是失去對生命的信心，失去

對生存的渴求。死，是不難的，活下去才不容易。死可以是自棄、自閉、自隱，
然而活下去卻需要自重、自愛、開放自己、接受自己。活下去需要很大的信心
和勇氣，更需要一種動力……」。「就是『身懸十架』那個人向我重新詮釋了痛
苦。他憔悴的臉容、乾癟的身體具體地說明他與人類苦難完全的認同。十字架
是個令人顫慄的符號。那個人永性地將死亡判了死刑。那個人給我的生命賦與
意義。」（死亡，別狂傲，頁 98）。
（二）使命與傳承：耶穌復活後向門徒顯現，發出「安慰、差遺」的信息
（約二十 19-23）
。耶穌升天前，向門徒頒佈大使命，吩咐他們「去，使萬民作
門徒」
。最近看了電影《一念無明》
，講述住劏房的父子經歷，戲中提到情緒病
者的難處、家庭的掙扎、社會人士的眼光、社關的需要等。離開戲院後，我想
起蘇恩佩的名言：「我能為這城市做什麼？」
。
「我有的只是病弱的身軀和一枝禿筆。不是我有的更多—只要我真的相信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無論是呼喊「城中的死亡」或是怒
吼“this city is dying”，只有福音才能把我們的年輕人從罪惡的捆綁中釋放出來」
。
「每一個基督徒都無法逃避神給人基本的託付──對社會承擔起責任……宣
告神的審判與憐憫，在社會伸張正義，投身入苦難的世界──時代的考驗不容
許我們過安逸自滿的日子了。」（這一代先知在哪裡？頁 21，125）。
弟兄姊妹，
「社會關懷、福音宣講」是教會走進社區（文化）的兩大支柱。
有人說富亨村是「三無屋村：無 K 巴、無 M 記、無 759 阿信屋」
。也有人說富
亨村座落在「被遺忘的角落」
。對基層、貧窮人、弱勢群體、對於被忽略的家庭、
被遺忘的屋村，我們能為他們（社區）做什麼？你願意參與 23/4 的出隊佈道嗎？
弟兄姊妹，耶穌為愛來到世上，尋找、拯救迷失的人，你又願意為愛‧進
入人群，尋找迷失的一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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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講員: 梁俊豪傳道
主席：黎歐淑賢姊妹
司琴: 謝秀怡姊妹
司他：林啟鴻弟兄
接待: 凌凱敏姊妹 朱迪怡姊妹
林沛欣姊妹
投影：陳有恆姊妹
音響: 謝兆源弟兄 李仲陽弟兄
小果子園地: 張家豪弟兄 梁劉洪漪姊妹 阮智榮弟兄 黃文慧姊妹
場地主管 : 孔宙男弟兄 周黃詠詩姊妹 葉偉良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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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室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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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7 日是聖餐主日，讓我們一同來感恩敬拜，紀念主恩典，敬請依時出席。
3. 嬰兒奉獻禮：我們於今天主日崇拜中為劉建新弟兄及劉謝秀媛姊妹之二女兒
劉沛遙，楊國豪執事及楊陳芷筠姊妹之二女兒楊心語，馬鴻發執事及馬周佩
珍姊妹之女兒馬溱瑜舉行嬰兒奉獻禮，誠邀弟兄姊妹出席，一同見證主恩。
4. 家長福音旅行團茶會：於今天下午 12:30~1:00 在禮堂舉行，敬請參加的弟
兄姊妹邀請同行之親友出席，以便了解行程的注意事宜，團友間也可作初步
認識。如有查詢可聯絡黃婉蓮姊妹。
5. 盈豐集 91 期︰今天出版，弟兄姊妹可自由取閱。第 92 期將定於 7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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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齊遵主話、專心佈道》
：佈道小組將於今天出隊佈道，時間：下午 1:45-3:30；
集合地點：卍慈中學小食部；佈道形式：以「四色卡、福音單張」打開話題，
關心居民需要，並向他們分享耶穌基督的愛。
7. 「生命之道」課程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
：日期︰9 月 14 日（四）~11 月
9 日（四）
，逢星期四晚上 7:45~9:35 舉行；地點：迦密聖道中學（大埔太和
路 10 號）
，請有意繼續報讀之弟兄姊妹可向（詩篇–II）組長報名，其他有
意報名之弟兄姊妹請在 4/5 之後聯絡陳寶蘭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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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借用教會埸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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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借用卍慈埸地︰若需要於主日下午借用卍慈小食部或救護室，借用時間為崇
拜後至下午 3:30，請事奉小組及團契負責人或小組組長先在禮堂門口報告
板上之「卍慈場地借用表」上登記。外賣食物請送到保安亭收取，而所有外
賣之食物及垃圾需自行帶走，活動或會議最遲 3:30 前結束，以便惠燕姊妹
清潔場地。
10. 浸禮班：餘下兩課，將在 4 月 26 日（三）晚上 8:00~10:00 及 4 月 29(六)上
午 10:00~12:00 舉行。下次浸禮及轉會禮日期為 6 月 25 日。
11. 2016 年教會年報籌備：請仍未交回年報的事奉單位負責人把負責部份儘快
送交吳佩儀姊妹。
12. 聖經講座《從創造神學看智慧文學》︰從創造神學解讀智慧文學是開眼界的
體驗，令參加者對舊約三卷智慧書卷有不同的視野和結論。講座(i)從創造
神學看約伯記，講員：黎永明博士，日期：12/5(五)；(ii)從創造神學看傳道
書，講員：楊錫鏘牧師，日期：19/5（五）
；(iii)從創造神學看箴言，講員：
黃儀章博士，日期：26/5(五)。各講座時間︰晚上 7:30-9:30，地點：觀潮浸
信會(觀塘翠屏道 11 號，鄰近港鐵觀塘站 D1 出口)，主辦機構：天道書樓
及環球聖經公會；查詢電話：2356 7234，網上報名:www.wwbibl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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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師夫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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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恩臨台灣街頭女子禱告（1）︰台灣「珍珠家園」事工是向在街頭進行非
法活動的女子傳福音，同工們走到街上，趁這些女人等客的時候認識及探望
她們。「珍珠」是指耶穌基督宣告有關「重價珍珠」所喻表的寶貴救恩（太
13:45）
。透過認識祂，這些婦女得知她們在主的眼中是何等寶貴。
「家」
：家
庭，主透過珍珠家園事工建立信徒的團契，這裡是安全的地方，可以坦誠分
享，在這裡並不孤單，與其他信徒同走這被主改變及重建的人生路。
「園」
：
園地，婦女在這裡成長並學習新的技能，逐漸認識神更深，學會互相服事。
在這裡，她們離開罪惡的生活，為神的榮耀而活。過去五年，事工在成長，
因著一班委身的當地工人和宣教士，成立了女子中心。並且珍珠家園事工與
當地教會及社會服務團體結合成為夥伴，幫助有意找新工作或申請政府援助
的婦女…（待續）
。（資料修輯自《東亞代禱信 4/2017》）
教會事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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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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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
1. 李梁潤妹姊妹已開始電療治理，求主保守姊妹身體的承受能力，讓她得著根
治並早日康復。
2. 劉偉通先生(余劉美燕父親)癌症復發，已開始化療治理。求主讓藥物發揮功
效並減低副作用，願神與他同在，賜他平靜心靈面對病患的困苦。請記念伯
母與姊妹一家照顧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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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除腫瘤後之跟進治療）
；李呂雪玲姊妹（身體的適應和胎兒的成長）
，何李
淑賢女士及尚方嘉敏姊妹（兩位姊妹生產後的康復及嬰孩健康成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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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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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告(2017 年)
2 月 1-2 月
如入帳或轉帳，請將收條寫上名字後，放入奉獻箱內。 ($)
奉獻
258,131 526,405
建議弟兄姊妹盡量減少以現金奉獻。
支出
216,794 453,050

母堂速遞：

餘/不足 41,337 73,355

製表人：黎汝業執事
母堂舉行「一領二行動立志禱告卡」活動︰請為肢體善用
禱告卡的心志禱告，求主感動弟兄姊妹懇切地為福音對象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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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聚會出席人數
日期/時間

4月2日

4月9日

4 月 14 日

崇拜

136 人

137 人

受難節崇拜 96 人

聖餐/祈禱會

104 人（聖餐）

/

80 人（聖餐）

4 月 16
136 人
小果子 15 人+ 5 人（新）

71 人（祈禱會）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安排
講員: 吳紹賓傳道
主席：劉炯森弟兄
司琴: 李國基弟兄
司他：楊國豪弟兄
接待: 孔宙男弟兄 潘孫力姊妹 潘郭愛心姊妹 投影：蔡大行弟兄
音響: 謝兆源弟兄 李焯輝弟兄
投影片製作： 林沛欣姊妹
陳紫婷姊妹 梁劉洪漪姊妹
孔宙男弟兄 周黃詠詩姊妹
小果子園地:
場地主管：
李仲陽弟兄 潘樂怡姊妹
葉偉良弟兄 黃詠君姊妹
本週團契聚會
名稱
日期
時間
週會內容
主領
地點
以琳
25/4（二）
上午 9:30
月禱行動
勞曾麗珊傳道
正堂
嗎哪
30/4（日）
下午 12:45
小組
組長
閣樓
但以理
30/4~6/5
下午 12:45
小組
組長
正堂
以勒
29/4（六）
下午 4:30
關‧愛‧你
孔丘達娜 周黃詠詩
正堂
約書亞 29/4（六）
下午 2:30
查經
林啟鴻 孫日康 林佩誼
正堂
大衛
29/4（六）
下午 2:30
求生指南
陳有恆 朱迪怡 陳綺雯
閣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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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