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9 月 17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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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7 日

牧者心聲

你當剛強壯膽

黃耀長老

這幾天，
「你當剛強壯膽」這句說話，幾次在我心中出現，也使我記起我曾以此
為題，寫過一篇牧者心聲（7-8-2011），我也因此重讀我這篇六年前的舊文章，讀過
後，很想和大家再分享，也特別和嗎哪團的戰友們分享。我把它節錄如下：
最近個多星期，我正聆聽李思敬博士的《約書亞記》釋經講道系列，在第一講他
從神對約書亞的呼召，講述「剛強壯膽」的意義。他提出，神對摩西的呼召，是在他
八十歲時，神使用他，不是在他年青、滿懷大志的時候，而是在他人生最後的三分之
一。當然摩西在他人生最後這三分之一的事奉不會和他的過去毫無關係。在頭四十
年，神使他在王宮中被培養、受教育，在中間這四十年，年青力壯、有為之年，神把
他放在曠野，磨練他的性格，並接受野外求生的訓練，然後神才用他最後這四十年，
在神的帶領下，和二百萬之眾在野外求生四十年。李思敬博士跟著指出，神使用約書
亞也同樣是他人生最後的三分之一，約書亞與迦勒同輩，進迦南時迦勒是八十歲，約
書亞大概也差不多，約書亞死時是 110 歲，那麼他被神呼召作帶領的年日約有三十
年，也差不多是他在世年日最後的三分之一了。
聽到這裡我的反應是什麼呢？我想到自己的經歷，我讀書的年日大概是二十年，
我在社會工作，接受在曠野訓練的年日也大概二十年，那麼，神是否又要用我二十年
在教會事奉祂呢？當我想到這裡，我心中一方面興奮，如果神真的給我再多十八年
的活力事奉祂，是一件何等美好的事；但另一方面，我也想，我是不是仍要多做十八
年，直到年老力衰，那麼我的退休生活豈不是要泡湯？在這複雜的心情中，忽然聽到
李博士說：
「這時的約書亞已經很有成就了，已經貢獻了大半生，人生最後的三分之
一留來享受一吓，做自己心裡喜歡的事情有何不可，反正前面三分二的人生已經鞠
躬盡瘁，現在可以功成身退，過為自己而活的日子了。」聽到這裡，真有種心裡滴汗
的感覺，發覺我內心深處，仍想望可以留一些日子，為自己而活。李博士接著說：神
是在這時候對一個既非年輕識淺，也非膽小的約書亞說，你要剛強壯膽。面對這樣一
個呼召，真的要剛強壯膽來面對，因為這呼召代表的是：放下一切我們仍保留為自己
而活的部份、還預留給自己的時間和空間，過一個真正為主而活的人生。李博士在總
結中說得好：
「跟從神是沒有退休的，想退下來，想休息，都是很正常的，但神對約
書亞說：『你當剛強壯膽』
，這話揭開了他人生新的一頁。」
帶著這樣的思緒，我參加了星期一和二港九培靈研經大會晚堂的奮興會，鮑維
均牧師在星期一藉摩西的呼召記述呼籲弟兄姊妹掉棄他人生中的偶像；在星期二他
正以「剛強壯膽」為題講述約書亞的蒙召記述，其中他題到「三一運動」
，這運動鼓
勵弟兄姊妹奉獻他們可工作的年日最後三分之一。這個鼓勵掉棄偶像的信息和「三
分之一」的聯想，彷彿巧合地再進入我的耳裡。我不知神是不是呼召我再事奉祂十八
年、二十年，但神呼籲我掉棄「享受退休生活」這個偶像，放下一切仍保留為自己而
活的部份、還預留給自己的時間和空間，過一個真正為主而活的人生，這信息是清楚
不過的。弟兄姊妹，這是一個不容易，但又需要終身學習的功課，我只可以在神面前
說：「求袮幫助我。」也願意以此與弟兄姊妹互勉。
最後，鮑維均牧師在星期二晚的奮興會中，呼召人全時間事奉神，當神的呼召臨
到時，我們不一定要等到年近五十，可工作的年日只餘三分之一的時候。…
弟兄姊妹，我們面對人生各樣的壓力、引誘、甚至苛索，
「為主而活」也真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讓我們剛強壯膽，憑信起來跟隨祂，為主而活。嗎哪團的戰友們，我
們都是離登陸不遠的人，我相信我們當日力量如何，今天我們的力量仍然如何，讓
我們一起剛強壯膽，讓我們餘下的人生，仍然為主而活。我們當中的年青人，我藉上
面鮑維均牧師的話勸勉你們，回應主的呼召，全時間事奉神不一定要等到年近五十，
可工作的年日只餘三分之一的時候，願你們都在神面前禱告尋求，如果你看到神的
殿仍然荒涼，如果你聽到神的呼召，你就剛強壯膽起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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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講員: 陳寶蘭傳道
主席：
司他︰
司琴: 楊國豪弟兄
投影︰
接待: 鍾苑婷姊妹 陳陳愛清姊妹 黃綺霞姊妹
音響: 李仲陽弟兄 麥淦婷姊妹
小果子園地: 梁劉洪漪姊妹 張家豪弟兄
阮智榮弟兄
場地主管 : 孔宙男弟兄
鄧永福弟兄
陳慧儀姊妹
序
宣
頌
報
差
讀
證
回
差

黎歐淑賢姊妹
劉志敏弟兄
黃詠君姊妹
雷羅佩宜姊妹
潘樂怡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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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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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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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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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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是品德故事（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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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教會祈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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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事奉意願調查表」：請已受浸或轉會的弟兄姊妹在禱告等候神
的心意後填寫，並於 9 月 24 日（日）前放在司事檯之收集箱內。
4. 中秋「祝福‧佈道」：9 月 30 日(六)下午 1:30~3:30 舉行。是次祝福行動將
探訪瑞安街「富善老人院」
（約 60 位長者）
，並向他們分享福音、關懷和禱
告。為方便分組安排，請參加者在接待處壁報板上簽名，或向團契導師、職
員報名，截止報名日期：9 月 24 日（日）
。
5. 嬰兒奉獻禮：將於 10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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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4 日（日）或以前向同工申請；
誠邀弟兄姊妹出席，一同見證主恩。
6. 「同享和平步行籌款」︰宣明會於 21/10（六）
，上午於清水灣鄉村俱樂部
舉行「同享和平步行籌款」
，目的為敍利亞難民兒童及家庭提供糧食援助。
鼓勵弟兄姊妹，尤其家庭一起參與。最低籌款額為每人$300 元（年紀小的
孩子可以豁免，並可一同參與步行）。報名表可於網上下載或在教會索取，
並請於 24/9 或以前報名：請將填妥的報名表交回教會收集箱，以便教會集
合通知主辦機構報名人數。參與步行後，會有專人聯絡參加者收取款項，集
合轉交宣明會。
7. 差傳奉獻︰27/8 因受颱風影響未能收集，下次收集差傳奉獻日期為 24/9，請
弟兄姊妹留意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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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譚國權牧師宣教奉獻︰ 今年一至七月譚國權牧師宣教經費 已不敷港幣
$83,000 元，我們將於今天（17/9）崇拜中為譚牧師收集宣教奉獻，讓我們
用禱告與實際行動支持牧師夫婦在南非的宣教服侍。
9. 泰北訪宣隊：現正進行面試階段，願每位參與者在身、心、靈都有好準備；
並求主為我們預備合宜價格的機票。
10. 教會秋季旅行：又到一年一度教會旅行！今年旅行將於 10 月 14 日（六）舉
行，地點為元朗的錦田鄉村俱樂部（參考網址：http://www.yl.hk/ktcc/）。大
家可以任食燒烤(自費項目)或坐在大草地上野餐，當中更有集體遊戲與放風
箏環節。俱樂部內亦飼養了不少小動物，適合小朋友親親大自然。教會屆時
會安排旅遊巴接送大家（成人及在職人士：$20，60 歲或以上長者及小孩：
$10）
，大家亦可自行駕車前往（有大量車位供應）
。鼓勵大家邀請家人，親
戚及朋友參加。詳情請參閱門外壁報報名表。截止報名日期：10 月 8 日（日）
。
11. 兩堂聯合讀經日︰主題︰【詩篇選讀︰惟獨祢是王】
；日期︰11 月 4 日(六)；
時間︰上午 10:00 至下午 6:00；地點：卍慈中學禮堂；講員：張智聰博士（中
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聖經科)）
；正價：成人每位 120 元，全日制學生/長者
及非在職人士每位 100 元；早鳥優惠：於 24/9 或之前付款，成人每位 90 元，
全日制學生/長者及非在職人士每位 70 元。請於崇拜後到禮堂司事檯向鍾苑
婷姊妹或潘樂怡姊妹報名及付款。
12. 「生命之道」課程：
「以斯拉尼希米」
，日期為 9 月 14 日~11 月 9 日（10 月
5 日停課一次）
，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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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已報名之弟兄姊妹於開課前閱讀「以斯拉記」及
「尼希米記」一遍。
13. 勞曾麗傳道今天往紅磡堂証道。
14. 繆少嫻傳道今天往禮賢會大埔堂証道。

感恩及代禱：
香港、世界及宣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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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自今年三月份在約堡北區成立了家庭小組，組員既可在融洽的氣氛下
學習聖經，又可享受在主內的團契生活，互相代求。有些慕道朋友向牧師反
映，很享受小組的生活，因為小組的包容性較大，可以很輕鬆的分享。雖然
組員沒有向未信主的朋友直接傳福音，但組員的生命卻感染了一些新朋友願
意留下來，確是達到「生命影響生命」的果效。有見及此，牧師計劃於八月
份在約堡東區開展另一個家庭小組，這樣可以接觸東區的人群，透過小組發
揮教會的功能。請記念︰(i)請為約堡教會各小組代禱，人數和靈性均可增
長。(ii)請記念孩子們經過三週的寒假能重新得力，24/7 開始本學年的第三
季，求主賜孩子們有追求學習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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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耀東弟兄於 8 月 31 日晚上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傷心的家人，特別是屈伯
母。屈弟兄安息禮定於 9 月 21 日晚上 8 時於紅磡世界殯儀舘 1 樓信誠堂舉
行；9 月 22 日上午十時半舉行出殯禮，遺體隨即移往鑽石山火葬場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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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黃月明傳道按牧聖職典禮︰感謝主帶領弟兄於 9 月 23 日由「祝福人生命協
會」按立為牧師，地點︰恩典橋基督教會（新蒲崗大有街 16 號昌泰工廠大
廈 9 字樓，鑽石山港鐵站 A2 出口）
，時間︰下午 3:00。歡迎弟兄姊妹一同
出席，同頌主恩。
3. 劉偉通先生(余劉美燕父親)近日服用標靶藥的情況穩定，求主保守他得著最
佳療效。願世伯早日接受主恩，得著平安。
4. 記念以下肢體及親友：孫龍金妹姊妹（服用肺腺癌標靶藥的適應，身體康復）
；
周黃詠詩姊妹（身體的適應及胎兒的成長）
；李梁潤妹姊妹（身體的康復）
；
海外留學之教會生活和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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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告(2017 年)
1. 奉獻收支：可以支票(抬頭：The Incorporated Trustees
7月
1-7 月
of Tai Po Christian Church)或轉帳方式奉獻(匯豐銀 ($)
奉獻
379,854 2,292,390
行帳戶號：600-723852-001)，如入帳或轉帳，請將收 支出 276,497 1,799,115
條寫上名字後，放入奉獻箱內。建議弟兄姊妹盡量減 餘/不足 103,357 493,275
製表人：黎汝業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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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大家參加。

~~~~~~~~~~~~~~~~~~~~~~~~~~~~~~~~~~~~~~~~~~~~~~~~~~~~~~~~~~~~~~~~~~~~~~~
主日聚會出席人數
日期/時間
8 月 20 日
8 月 27 日
9月3日
9 月 10 日
崇拜
144 人
因颱風取消聚會
141 人
140 人
聖餐/祈禱會
/
104 人（聖餐） 87 人（祈禱日）
下週差傳主日崇拜事奉人員安排
講員︰ 薛穎怡傳道
主席︰ 胡黃文璧姊妹
司琴︰ 溫思穎姊妹
司他︰ 李國基弟兄
接待︰ 陳陳愛清姊妹 陳周鳳玲姊妹
投影︰ 陳有恆姊妹
音響︰ 周栢豪弟兄 黃諾祈弟兄
投影片製作︰ 林沛欣姊妹
小果子園地: 陳麥珮琪姊妹 陳志豪弟兄 孫日康弟兄 黃文慧姊妹
場地主管： 孔宙男弟兄 鄧永福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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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一遊
紅磡港鐡站
以琳 21/9（四）
上午 9:45
麥金燮伶
（香港歷史博物館）
A1 出口集合
嗎哪 24/9（日）
下午 1:30
小組
組長
卍慈
但以理 24/9（日） 下午 12:45
小組
組長
正堂/卍慈
以勒 23/9（六）
下午 4:30
小組分享
小組
正堂
林啟鴻 李仲陽
約書亞 23/9（六）
下午 2:30
查經
正堂
黃文慧
大衛 23/9（六）
下午 2:30
校園佈道
曾俊威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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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