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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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9 日

牧者心聲

打死不離的「門訓與佈道」

陳寶蘭傳道

前陣子看《打死不離３父女》，這電影是一個印度家庭的真人真事，父親
曾是摔跤手，因工作謀生而放棄摔跤，寄望兒子完成他的夢想=贏金牌「為國
爭光」，但卻生了四個女兒。電影講述家姐、二妹怎樣在父親的嚴格訓練下成
為全國第一，並在英聯邦運動會奪得金牌。電影不只勵志感人，也引發我想
「什麼是門徒訓練？」太廿八 18~20 大使命是要我們學效耶穌建立門徒，經
文的主要動詞是「使」-使人作門徒(make disciples)，希臘文以三個分詞：i)
去(going)，ii)施洗(baptizing)、iii)教導人遵行主道(teaching)達成使人作主門
徒的目標，而「見證佈道」與「門徒訓練」可說是一個銀幣的兩面。
（一)付出與犧牲：電影中的父親相信「金牌選手不是天跌落來，是要栽
培的，要付出愛、努力、熱情」
，因此兩個女兒每天早上五點起床練習，之後
上學；對印度人來說，長髮是女子的身份象徵，為了訓練，兩姊妹要剪短長
髮、穿著短褲，飽受同學、鄰里取笑。在科大服侍時，每星期二早上八時就回
到西貢，為校園的福音運動祈禱，而傳福音、開小組、會議、晚上的宿舍佈
道、課堂訓練背後只得一個目標，就是「得人、造就人、差遺人」
。最近得知
離開科大這 10 年，有 40 位畢業生差遺到世界不同地方作帶職、全職的宣教服
侍，這消息令我感恩，也讓我明白付代價作門徒、專心一志於「使人作門徒」
的興奮和價值。
（二)學習與發揮：電影中，家姐經歷父親、國家隊教練的不同訓練方
法，這讓我想起跟從誰比一切(方法、方式)重要，跟從那位教練，就要聆聽、
順從那位教練的指導，信心包含信任，信誰就跟誰，跟就要信。昔日耶穌呼召
門徒「來，跟從我」
，門徒也有「受教導、受訓練」的意思，因此門徒是跟從
者、也是學習者。父親知道家姐、二女的強與弱，並作出針對性的訓練，讓他
們在比賽中發揮自己的強項(攻或守)。作門徒是邊做邊學、邊學邊做的操練，
天父藉着對我們每個人的認識，度身訂造不同的信心課程。神使用我們的所是
(Being)、所作(Doing)，透過服侍、塑造、雕琢我們的生命，同時讓我們的恩
賜、能力得以發揮。
（三)關係與傳承：電影中，家姐接受國家隊訓練，對於新的訓練、生活
感到興奮，後來因抵受不住各方面的引誘，因疏於練習輸了多場比賽。在挫
敗、灰心時，他想起爸爸，並打電話回家說：「爸爸，對不起」。我們與天父的
關係也是這樣，當我們靠自己(方法)而發現此路不通，只要認錯，天父就接納
我們，所有錯誤也被饒恕，所有不信也被忘記。最後家姐參加英聯邦運動會，
父親卻被人反鎖房間，不在現場。當父親被人發現、衝入會場，國歌就奏起。
相見時，父親說：「我以你為榮」
，那刻我明白傳承的意思：天父的夢就是我的
夢，我們是神的兒女，我們去完全天父的心意是理所當然的。離開戲院後，
「捕捉神的夢、打美好的仗」(Dream God’s dream; fight the Good fight)就在我
腦海出現。
弟兄姊妹，為了基督國度的擴展，你願意重整人生目標、優先次序，「付
出愛、努力、熱情」協助完成大使命嗎？你願意在神給你的角色、場景(家
庭、職場、學校、教會)，專一跟從主、接受神給你的訓練、塑造嗎？你怎樣
發揮神給你的恩賜、性格特質、強項優點呢？你盼望天父對你說：「你是又良
善又忠心的僕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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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講員: 陳寶蘭傳道
司琴: 李國基弟兄
接待: 鄧張燕儀姊妹 朱迪怡姊妹
音響: 謝兆源弟兄
李焯輝弟兄
小果子園地: 梁劉洪漪姊妹 張家豪弟兄
場地主管 : 孔宙男弟兄
鄧永福弟兄

主席： 胡黃文璧姊妹
司他︰ 林啟鴻弟兄
投影︰ 蔡大行弟兄
阮智榮弟兄
葉偉良弟兄

雷羅佩宜姊妹
凌凱敏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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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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堂聯合浸禮及轉會禮：於 11 月 26 日（日）下午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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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宇福音幹事。紅磡堂受浸肢體：陳仲賢弟兄、黃正
熙弟兄、陳鍾綉蔚姊妹、劉靄珠姊妹、李凱琳姊妹、葉曉晴姊妹、鄭葭楠姊
妹；紅磡堂轉會肢體：鄭梁少燕姊妹；大埔堂受浸肢體：何明德弟兄、鄭志
威弟兄、張彭慧娟姊妹、孫龍金妹姊妹、黃慧卉姊妹。當天下午 1:30 之後
弟兄姊妹未能留在卍慈聚會或舉行會議。
3. 青少年福音聚會–「D Game」：將今天下午 2:00 假卍慈中學禮堂舉行，以
「偵探遊戲」形式舉辦一個給中學生的福音活動。盼望藉此遊戲方式，讓參
與者體驗福音信息。今天需借用 101~106 室、美術室及禮堂舉行，教會其他
小組會議及活動需改用醫療室、地下小食部或瑞安街正堂舉行。
4. 泰北訪宣隊：日期：2017 年 12 月 23~30 日（共八天）
。領隊︰繆少嫻傳道、
黃玉冰執事，隊員名單：約書亞團–李仲陽、黃文慧、許譚頌賢；大衛團︰
朱迪怡、潘樂怡；紅磡堂青年團–柯嘉雯、葉凱琪。籌款行動已經開始，截
止日期是 2017 年 12 月 9 日(六)。如有感動支持訪宣隊，請與個別隊員查
詢。
5. 教會行事曆調動︰24/12 晚仍有社區報佳音活動。青少年福音聚會提早在 11
月 19 日舉行，24/12 的福音主日因應場地情況需要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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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會家會：於 12 月 3 日（主日）下午 2:00~3:30 於卍慈中學禮堂舉行，黃耀
長老主領，楊國豪執事領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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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崇拜後將有愛筵，請自備餐具。
7. 盈豐集︰第 93 期於今天截稿，歡迎投稿。繼續歡迎弟兄姊妹在「We Share」
欄目分享日常生活中開心、有趣、令人感動的照片，請將照片連同相關文字
描述，電郵至 yingfungtpcc@gmail.com，或 WhatsApp 至 97153397。
8. 英文功輔班︰於 10 月 8 日~12 月 10 日（日）
，時間︰1:30~3:00 假 103~106
室，美術室（1）舉行，求主祝福使用弟兄姊妹愛心的服侍，幫助同學建立
良好語文基礎並有興趣認識寶貴救主。
9. 借用卍慈埸地︰若需要於主日下午借用課室（101、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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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及代禱：
香港、世界及宣教：
1. 澳門事工—彭治權、彭陳麗娟宣教士（十一月份）代禱事項︰（i）請繼續為
濠恩堂的聚會空間不敷應用禱告，求神預備合適聚會的地方。
（ii）請記念濠
恩堂計劃於今天早上 10:30 在氹仔大潭山郊野公園舉行戶外福音主日崇拜，
並於聚會後一同有燒烤活動。期間弟兄姊妹將會派發小禮物和福音單張給遊
人，求主使用。
2. 「主愛臨香江」福音盛會 2017︰鼓勵弟兄姊妹積極領人赴會，參加十年一
度的全港佈道大會，讓更多未信者聽聞福音的好處。大會將於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假香港大球場舉行多場大型聚會。講員為吳振智牧師及李炳光牧
師等，公開場於 30/11（四）
，1/12（五）
、2/12（六）晚上 7:30 及 3/12（日）
下午 4:00 舉行。索取門票可即時網上申請香港大球場門票。詳情可瀏覽大
會網頁（http://hkgospelfestival.org）
。敬請為大會代禱。
教會事工：
1. 2018 教會主題「這是我的家 — 携手開拓」
：我們將會成立/重組四個事工小
組，包括：家長佈道事工、兒童事工、家庭事工和中學生事工，這些核心小
組將負責策劃、建議、統籌、推動這四方面的事工，這不只是明年的方向，
而是未來數年我們要同心投入的方向，極需要有負擔的弟兄姊妹加入這些核
心小組，一同策劃推動，我們也需要弟兄姊妹或在實際執行上支持，或在不
同崗位上互補不足。讓我們都一同同心禱告，一同建立基督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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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
1. 感謝主，蔡大行弟兄及蔡朱秀婷姊妹將初為人父母，預產期為 2018 年 4 月，
請禱告記念姊妹身體的適應及胎兒的成長。
2. 記念以下肢體及親友：周黃詠詩姊妹（身體適應及胎兒成長）、劉偉通先生
(余劉美燕父親，服用標靶藥的療效，信主的心）
、孫龍金妹姊妹（服用肺腺
癌標靶藥的適應，身體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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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6/11 將收集慈惠奉獻，全數為宣明會聖誕禮物奉獻以支持扶貧事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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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2017 年)
9月
1-9 月
001)，如入帳或轉帳，請將收條寫上名字後，放入奉 ($)
奉獻
388,798 2,892,492
支出
306,520 2,338,695
獻箱內。建議弟兄姊妹盡量減少以現金奉獻。

母堂速遞：

餘/不足 82,278

553,797

製表人：黎汝業執事

1. 梁淑霞姊妹因病於 11 月 2 日凌晨安息主懷，求主安
慰傷心的家人，特別是年老的母親。現定於 11 月 20 日（一）於紅磡世界殯
儀館 2 樓永生堂設靈，於晚上 8 時舉行安息禮。於 11 月 21 日（二）早上 10
時辭靈，隨即出殯奉柩鑽石山火化場舉行火化禮。
~~~~~~~~~~~~~~~~~~~~~~~~~~~~~~~~~~~~~~~~~~~~~~~~~~~~~~~~~~~~~~

主日聚會出席人數
日期/時間
10 月 22 日
10 月 29 日
11 月 5 日
11 月 12 日
崇拜
145 人
147 人
152 人
148 人
聖餐/祈禱會 64 人（祈禱會）
/
108 人（聖餐） 66 人（祈禱會）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安排
講員︰ 繆少嫻傳道
主席︰ 黃周艷芳姊妹
司琴︰ 楊國豪弟兄
司他︰ 李國基弟兄
接待︰ 凌凱敏姊妹 梁聖康弟兄
投影︰ 蔡朱秀婷姊妹
音響︰ 謝兆源弟兄 李焯輝弟兄
投影片製作︰ 麥子偉弟兄
小果子園地: 陳紫婷姊妹 雷羅佩宜姊妹 梁劉洪漪姊妹 潘樂怡姊妹
場地主管： 孔宙男弟兄 鄧永福弟兄 葉偉良弟兄 凌凱敏姊妹
本週團契聚會
名稱
日期
時間
週會內容
主領
地點
研讀祢的話
林炳坤
以琳 21/11（二） 上午 9:30
正堂
嗎哪 24/11（五） 晚上 6:45
探訪少云姊妹
黃玉冰
少云姊妹家
但以理 25/11（六）
下午
探訪耀光、文璧家
廖家瑩
耀光、文璧家
以勒 25/11（六） 下午 4:30 問世間「錢」為何物 黃耀長老 張家豪
正堂
陳寶蘭傳道
約書亞 25/11（六） 下午 2:30
退俢 + 野餐
正堂
林啟鴻
人生過渡
黃詠君 潘樂怡
大衛 25/11（六） 下午 2:30
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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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