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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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3 日

牧者心聲

Google「Life」(意譯：搜尋「生命」)

繆少嫻傳道

有沒有嘗試過在 Google 搜尋器上找尋「Life」
（或「生命」
）？你會發現什
麼？「生命」的維基百科、對「生命」的解釋、「生命」熱線......？然後，網頁
會彈出相關的搜尋不外乎：
「生命」的意義、什麼是「生命」等。在神眾多的被
造物之中，相信就只有人類會問：
「我為何會存在？我的生命有何意義！？」等
相關問題。亦因此，縱然人類的身體，可以以生物的角度去分析和理解，但我
們絶對是非一般的生物！
作《傳道書》的智者，嘗試為這尋索找出答案，但無論是知識、財富、工
作、享樂，在努力追求過後，都不能帶來長久的滿足，所以他感嘆：
「我見日光
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傳一 14） 在時間的洪流下，每
天營營役役、重複又重複的生活中，究竟我的生命有何意義，又是否感到滿足？
「Google Life」不是專屬年青人的問題，是我們每個人生階段都必然會思
索的題目。年輕時，我們都想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目標；有了既定的方向之
後，又會問，我的生命還可以怎樣更有意義；接近退休時，仍然會問，我餘下
的生命怎樣可以更有價值。
今年夏令營，其中有一個環節，要團友透過完成指定的任務，拿取物資；
然後按著具體的指引，如所需的尺寸、高度等，來砌出某類型的結構。過程中
團友們，雖然不清楚自己將要完成的是什麼，但各人都盡心投入，彼此合作，
完成屬於自己的那部分。當四組砌成的結構，合併起來，建成第一聖殿的模型
時，大家都見證著，自己曾參與微小的一部份，原來就是為要成就更宏偉的工
程。構思這遊戲的姊妹，在解說時這樣說：
「原先我想大家一起砌天國，不過我
不知道天國是怎麼樣子，所以最後砌了聖殿。但我想天國，並不單純是死後所
回到的天堂而已，乃是我們每人都在地上，努力地建造著天國！」
《傳道書》讓我們知道，神將永生（永恆）安置在世人心裡（傳三 11）
，所
以，除非我們連接永恆，否則縱使我們一生勞碌、拼命追求，我們的內心仍得
不著真正的滿足！除非我們的生命，連結於神，意識自己正在參與在祂宏偉的
天國工程，否則，我們的生命最終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神愛你，並且為你的生命有一個奇妙的計劃。」這是我們向別人所宣告
的信息，如今，它還是你深深相信，仍在努力尋求、竭力順服實行的信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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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講員: 陳寶蘭傳道
主席：
司他︰
司琴: 鄧麗詩姊妹
投影︰
接待: 凌凱敏姊妹 朱迪怡姊妹
林沛欣姊妹
音響: 謝兆源弟兄 李仲陽弟兄
小果子園地: 梁劉洪漪姊妹 周黃詠詩姊妹 雷羅佩宜姊妹
黃玉冰姊妹
劉炯森弟兄
黃詠君姊妹
場地主管 : 周黃詠詩姊妹 孔宙男弟兄
陳慧儀姊妹

黎歐淑賢姊妹
林啟鴻弟兄
張家豪弟兄
李佩儀姊妹
潘樂怡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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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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是暑期聖經班，歡迎三歲以上兒童與我們一同參加※

聚會及會務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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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教會祈禱會由繆少嫻傳道負責，主題為教會團契生活、肢
體相交禱告。教會的復興，肢體間能彼此切實相愛，全賴弟兄姊妹同心祈禱，
鼓勵大家一同來守望、禱告。
3. 暑期聖經班–「變變變，我要變」︰將在七月份五個主日舉行，時間為 10:0012:30。讓我們一起邀請小朋友參與，一同認識主名，生命被改變，並為導師
們的準備代禱。
4. 《齊遵主話、專心佈道》：佈道小組將於 30/7 出隊佈道，時間：下午 1:45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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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預備材料，請
於 28/7（五）向團契佈道小組聯絡人報名。
5. 第 92 期盈豐集︰已於上週截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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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53397，每期獲選最
有趣照片的提供者可得禮物乙份。未交稿的弟兄姊妹請儘快交回。
6. 球類活動：康樂小組於 8 月 6 日（日）下午 2:00 ~ 4:30 於卍慈中學禮堂舉
行羽毛球活動。名額 6 - 8 隊，每隊 2 人，組合不限，完結時間約 3:00 左
右，之後歡迎弟兄姊妹自由活動。同時在籃球場舉行籃球活動（三人或五人
則視乎人數而決定），歡迎一家大細及家長一同參與或自由活動。報名表已
張貼在禮堂門外壁報板上，截止日期: 7 月 30 日（日）
。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一同以活力、笑聲迎接炎炎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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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主日學青年級第三季課程（7~9 月）：嗎哪、但以理、以勒及約書亞團契的
弟兄姊妹將一同研讀「提摩太後書」及探討倫理課題，導師：黃耀長老、郭
活玲執事；大專級研讀「出埃及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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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借用卍慈埸地︰若需要於主日下午借用卍慈小食部、課室 104、105 或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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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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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89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主題「從虛幻到真實」
：8 月 1~10 日（二~四）於九
龍城浸信會舉行（宣道會大埔堂－大埔廣福道 70~78 號寶康大廈三樓，麥當
奴樓上；禮賢會大埔堂－大埔汀角路 7 號；及大埔浸信會–大埔墟鄉事會坊
32-38 號現場同步直播）
。早堂：研經會（9:45-10:50）
，講員：曹偉彤牧師，
主題：盼望—從拆毁到栽植；午堂：講道會（11:15-12:20）
，講員：戴繼宗牧
師，主題：但以理—神在異邦的器皿（經卷：但以理書）
；晚堂：奮興會（7:009:00）
，講員：曾金發牧師，主題：傳道書研讀：活出以神為中心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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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治權、彭陳麗娟宣教士（七月份）澳門事工代禱事項︰（i）感謝神，六月
份的回港工作匯報已完滿結束。彭弟兄夫婦已返回澳門工場，展開新的任期。
求神賜給他倆在宣教事奉中加倍的愛心、忍耐和智慧，忠於祂的使命和託付。
（ii）求神為濠恩堂預備地方，能從濠光軒遷出，使教會和福音戒賭事工分
開，兩樣事工能有效地拓展。
3. 譚國權、譚何詠湘宣教士（中福團南非及萊索托工場）代禱信 2017 年 4 月
–1）︰自從一月中從香港回到南非，晃眼間已有三個月了。在香港時可以
與家人朋友共聚，又能向支持教會作宣教事工報告及與弟兄姊妹建立更深厚
的情誼，我們為著有這一段美好的時光感謝神。請為南非—約翰尼斯堡
（Johannesburg）禱告︰返回南非後，我們就開始落實一些新計劃，首先是
開展了在約堡北區一個小組，這個小組以家庭為主，有兩對弟兄夫婦願意輪
流開放自己的家作為聚會點，為主所用。儒家強調「國之本為家」的觀念，
可見「家」在華人的心目中是何等重要，特別是身處海外長年飄泊的華人，
「家」更是一個有歸屬感且溫馨，又有人聆聽及關心的地方，這也是一個向
人傳福音的理想場地。在家中聚會可以吸引許多未信主的新朋友，因為沒有
在教堂的活動那麼正式，大家可感受到較輕鬆的氣氛，彼此代禱、唱詩、學
習聖經、作見證、生命經驗交流，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就拉近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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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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
1. 孫龍金妹姊妹(孫日康太太)於七月中確診患上肺腺癌，姊妹已開始服用標靶
藥，禱告記念藥物引起的副作用：
「痾、生痱滋、痛、疲倦」
，求主安慰姊妹
的心，也為日康一家祈禱，讓他們心裡有平安並倚靠神經過病患。
2. 感謝神！李梁潤妹姊妹電療後經檢查已清除體內腫瘤，後遺不適反應亦已減
輕，求主保守她早日痊癒，能回神家敬拜。
3. 劉偉通先生(余劉美燕父親)暫需觀察身體狀況是否接受標靶治療，求主保守
世伯身體，賜醫生智慧診斷，給他合適治療方案。
4. 記念以下肢體及親友：李呂雪玲姊妹（生產後的康復及嬰孩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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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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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告(2017 年)
($)
5月
1-5 月
財務：
奉獻
323,849 1,690,998
1. 奉獻收支：可以支票(抬頭：The Incorporated Trustees 支出 269,427 1,293,846
of Tai Po Christian Church)或轉帳方式奉獻(匯豐銀行 餘/不足 54,422 39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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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堂速遞：
母堂約瑟團契舉辦之家庭講座：
「如何加強婚姻中的安全感」，日期：今天下午
2:30~4:00，講員：林月兒女士（處理婚姻關係臨床經驗豐富）
，內容：已經結咗
婚，仲要安全感？無吵架=關係好？想起舊情人，仲唔係死罪？等......對象：夫
婦，不論結婚多久、未婚者皆適合，可以預早學習，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
主日聚會出席人數
日期/時間
6 月 25 日
7月2日
7月9日
7 月 16 日
崇拜
147 人
134 人
132 人
132 人
聖餐/祈禱會
/
96 人（聖餐）
/
/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安排
講員︰ 吳紹賓傳道
主席︰ 胡黃文璧姊妹
司琴︰ 溫思穎姊妹
司他︰ 劉志敏弟兄
接待︰ 李志聰弟兄 潘孫力姊妹 潘郭愛心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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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果子園地: 許譚頌賢姊妹 張家豪弟兄 黃詠君姊妹 黃諾祈弟兄 林佩誼姊妹
場地主管： 周黃詠詩姊妹 孔宙男弟兄 陳慧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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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禱行動 +
以琳 25/7（二） 上午 9:45
勞曾麗珊傳道
正堂
教會食飯齊參加
嗎哪 30/7（日） 下午 1:30
小組
組長
卍慈
但以理 30/7-5/8 下午 12:45
小組
組長
卍慈
以勒 29/7（六） 下午 4:30
退修
梁子健 李偉賢
待定
約書亞 29/7（六） 下午 2:30
查經
林盧泳斯 黃諾祈 梁聖康
正堂
大衛 29/7（六） 下午 2:30
Out
黃詠君 林沛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