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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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15 日

牧者心聲

向摯愛傳福音

勞曾麗珊傳道

我跟姑姐情如母女，稱她摯愛也不足為過。她近年身體漸弱，出門不易，
她說好想完成未了的心願，其一是到我家一趟，趕快在清明節假期接待了她。
見證分享
事前丈夫已請多人為姑姐來訪並她願意聽福音祈禱(過往她都婉拒)，我倆
當天一起祈禱求神指引如何入手，在禱告中我得了一個意念。接過姑姐後，她
向我們訴說身體、生活之種種…丈夫教她適當的坐姿以減輕她背痛之苦，請她
在 15 分鐘內保持一種姿勢。我不知何故竟順口跟她說：「好了，你既然要坐。
你幫他(丈夫)做功課，扮陌生人，試試聽不聽得明他說甚麼？」丈夫就以三福
佈道模式跟她分享整全的福音內容，期間我以 whatsapp 請同工與弟兄姊妹為姑
姐的心禱告。奇妙的經歷就在談道中發生，姑姐竟前所未有般留心與用心，聽
和回應丈夫的福音話題；更激動我倆的心是她想先與姑丈表弟商量信主一事並
提出處理家中偶像的疑問。讚美主！祂叫我們經歷意想不到的喜悅。
決心、機會、禱告
我們都知道跟家人傳福音是重要和必須，你也許曾作過不同方式的邀請或
被多番的婉拒，久而久之會否變得無從入手及軟弱疲憊？就我和丈夫最終可以
跟姑姐第一次認真談道前，不知經過多少年，遇上無數次被敷衍打發。但我們
還會繼續，應是決心、機會與禱告叫我們得著這次恩典。
丈夫與我一直渴望家人全部歸主，多年來我們都擺上決心要完成領家人歸
主的福音使命，常常為他們開放心靈禱告；把握機會、不同方式(福音旅行、分
享見證、患病代禱)讓家人認識神的慈愛與大能；此外與一群關心家人信主的弟
兄姊妹互勉努力，彼此記念領家人信主的情況與需要，一同付上禱告、仰望神
在其中的鼓勵與幫助，我認為是很有功效的。
向摯愛傳福音
今年農曆年前後，認識幾位父母突然離世，叫我最不捨是吳富老弟兄。某
天我跟丈夫說：
「死啦，吳生信了主，有永生盼望，他死了我都如此傷心；如果
姑姐死前都未信主，我一定好難過(接受不了)！」這些年日跟以琳團友相處體
會到，他們不只因有永生把握而有活著的盼望；更因他們與神建立親密關係，
即使身體、日常生活和迎向未來會有軟弱，但他們都感受到主是可靠的，面對
難處就禱告、交託！使我更深領悟父母、長輩有了主，生命才有真正的安全感
和喜樂！
聖經在使徒行傳十六 34 記載保羅挽回禁卒的性命，跟他回家，那晚禁卒和
他全家，因為信了神，都很喜樂。全家信了神很喜樂，我期待，那你呢？下個
月 13 日是主日也是母親節，你會為摯愛母親預備禮物與節目嗎？真正的快樂
與保障在耶穌基督裡，教會為你預備了福音機會，你能下定決心，趕快邀請你
的母親、父親、摯愛的長輩，出席懇親福音主日嗎？將最好、永恒的禮物送給
他們，叫他們得著最珍貴的福氣~神不變的愛與救贖。趕快邀請你的弟兄姊妹為
你邀請父母或家人提名禱告與協助。求神為我們開路，叫這事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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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講員: 張照昌傳道
司琴: 鄧麗詩姊妹
接待: 何鄧幼蘭姊妹 潘樂怡姊妹
音響: 周栢豪弟兄 李仲陽弟兄
小果子園地: 梁劉洪漪姊妹 阮智榮弟兄
場地主管 : 鄧張燕儀姊妹 梁子健弟兄

主席： 劉德怡姊妹
司他︰ 林啟鴻弟兄
投影︰ 鄭志威弟兄
李佩儀姊妹
陳慧儀姊妹

黃文慧姊妹
潘樂怡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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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會~~~
※感謝主帶領中華宣道會上水堂張照昌傳道蒞臨本堂證道，願主祝福張傳道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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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是主題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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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祈禱會︰四月的祈禱會在 4 月 22 日舉行，由陳寶蘭傳道負責，主題是
佈道心志與機遇，讓我們一同來為神的道被傳開，為教會的佈道事工禱告。
3. 嬰兒奉獻禮：我們將於下週 4 月 22 日主日崇拜中為周柏豪弟兄及周黃詠詩
姊妹之女兒周悅瞳舉行嬰兒奉獻禮。誠邀弟兄姊妹出席，一同見證主恩。
4. 懇親福音主日︰於 5 月 13(日)上午 11:00 舉行，聚會後有愛筵。講員：周修
敏牧師，團隊隊員分享見証。請弟兄姊妹一同為我們的父母、家人、親友同
事樂意聽福音禱告，求主預備他們的心，也為我們的邀請對象禱告。當天中
學級，青年級，成人級，青成，家長福音班主日學改為 9:30 一同到禮堂合
班上課，一同聆聽神的話，並為當天福音聚會一同禱告。
5. 《2018 齊遵主話、專心佈道》
：目標（i）突破自己、跨越信心領域；
（ii）關
心富亨村居民，讓他們認識福音；
（iii）操練佈道心志、技巧。求主賜我們一
顆愛人靈魂的心，積極主動向人表達耶穌基督對他們的愛和關懷。歡迎團契、
小組、家庭一起參與。下次出隊佈道日期為 22/4，時間：下午 2:00~3:30；
集合地點：卍慈中學小食部，為方便預備材料，請於 20/4（五）向團契佈道
小組聯絡人報名。
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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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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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卍慈場地調動︰今天下午學校舉行升中講座，小果子需調往 105 室舉行，
104 室直播不受影響，醫療室停用，媽咪育兒房改用後台儲物室 H2，當天
下午學校不方便借出場地舉行活動，弟兄姊妹請於一時前離開學校。
8. 英文功輔班︰因應今天卍慈中學的升中講座，功輔班今天暫停一次。
9. 行事曆調動︰事奉人員交流會改為 27/5（日）下午 1:45~3:45 舉行，藉此機
會讓事奉人員一同分享、交流。誠邀各團契導師、職員、小組組長、主日學
老師、事奉/事工小組單位領導人、四個事工小組（家長福音、家庭、中學
生、兒童）的組長、組員出席。當天教會為各出席肢體代訂午飯。
10. 家庭講座《望子成材》–重新演繹、方法和挑戰︰講員：區祥江博士(中國
神學研究院輔導科副教授)，日期：4 月 28 日（六）
；時間︰晚上 8:00-9:30，
地點：禮賢會大埔堂（大埔汀角路 7 號），歡迎為人父母和關心孩子成長的
弟兄姊妹參加，主辦機構：禮賢會大埔堂；查詢電話：2665 1786。詳情請看
天井壁報板上海報。
11. 「天涯咫尺」青年差傳營會–於 6 月 8 ~12 日（五~二）假烏溪沙青年新村
舉行，主辦機構︰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對象：29 歲或以下，大專或在職，清
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5 月 1 日前報名，費用為$1,050，之後收費為$1,150，
有意報名或查詢之弟兄姊妹可聯絡繆少嫻傳道，有經濟需要之弟兄姊妹可向
教會申請津貼。詳情可瀏覽網頁 http://GTANymc.hkacm.net 或參看天井壁報
板上海報。
12. 場地輪值表︰本年度仍由四個年青團契分擔於主日在卍慈中學協助預備埸
地的工作。多謝各團契弟兄姊妹全力幫忙。請當值團契於上午 9:10 到卍慈
禮堂當預備崇拜場地，於崇拜後幫忙到禮堂及一樓課室還原場地。四月份當
值團契為但以理團契。

感恩及代禱：
香港、世界及宣教：
1. 鄭志威弟兄將在 15/6~25/6 期間隨學園傳道會往日本東京短宣 11 天，需籌
募旅費$11,000，有感動奉獻之弟兄姊妹請聯絡弟兄。代禱信已夾週刊中好
讓弟兄姊為弟兄之短宣服侍禱告。截止收集奉獻日期為 11/5（日）
。
會眾：
1. 蔡朱秀婷姊妹預產期為 23/4，請記念姊姊生產順利，嬰兒平安出世。
2. 歐宗成弟兄（黎歐淑賢姊妹父親）於 4 月 14 日（六）因病安息主懷，求主
安慰傷心的家人。喪禮詳情容後公佈。
3. 若有弟兄姊妹於喪禮期間未能取到「吳富先生 紀念特刊」
，家人樂意讓大家
有機會閱讀這份刊物，請點擊以下之連結便可下載或線上閱讀這份刊物：
https://goo.gl/FJzRBJ。
4. 記念以下肢體及親友：林鄭楚玉姊妹（身體的康復）、馬周佩珍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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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至
昊－澳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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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1. 上週收集之宣明會「饑饉一餐」捐款為$3,170，捐款將全數轉交宣明會以
支持南蘇丹、緬甸和敘利亞受衝突影響的兒童及家庭，提供糧食、營養及
生計改善範疇的援助。
財務報告(2018 年)
2. 奉獻收支：可以支票(抬頭：The Incorporated Trustees of
($)
1月
Tai Po Christian Church)或轉帳方式奉獻(匯豐銀行帳戶
奉獻
292,502
支出
257,275
號：600-723852-001)，如入帳或轉帳，請將收條寫上名
餘/不足
35,227
字後，放入奉獻箱內。建議弟兄姊妹盡量減少以現金奉
製表人：黎汝業執事
獻。

母堂速遞：
澳門事工—彭治權、彭陳麗娟宣教士（四月份）代禱事項︰（i）濠恩堂計劃在
今年 5 月 19 日晚上舉行福音電影佈道晚會，邀請弟兄姊妹的親友來參加，請大
家禱告記念，求神預備未信親友的心。
（ii）隨著澳門博彩業的興旺，引至罪案
增加。近日在監獄佈道服侍中，見到來自香港、中國內地和澳門的年青囚友大
增。求神保守那些在獄中曾參加過宗教班又接受耶穌為救主的囚友，在刑滿出
獄後，可以得到牧養，不再重蹈覆轍，生命得到重整。
~~~~~~~~~~~~~~~~~~~~~~~~~~~~~~~~~~~~~~~~~~~~~~~~~~~~~~~~~~~~
主日聚會出席人數
日期/時間
3 月 25 日
崇拜
140 人
聖餐/祈禱會

54 人（祈禱會）

3 月 30 日
受難節崇拜 100 人

90 人（聖餐）

4 月1日
137 人
99 人（聖餐）
小果子 20 人
新朋友 4 人

4 月8日
140 人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安排
講員︰ 陳寶蘭傳道
主席︰ 梁子健弟兄
司琴︰ 李國基弟兄
司他︰ 劉志敏弟兄
接待︰ 黃綺霞姊妹 張貞鳳姊妹
投影︰ 吳子豐弟兄
音響︰ 周栢豪弟兄 李仲陽弟兄
投影片製作︰ 朱迪怡姊妹
小果子園地: 麥家慧姊妹 黃諾祈弟兄 黃詠君姊妹 潘樂怡姊妹
場地主管： 鄧張燕儀姊妹 梁子健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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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琳 17/4（二） 上午 9:30
福音誦 (二)
勞曾麗珊傳道
嗎哪 22/4（日） 下午 1:30
小組
組長
但以理 21/4（六） 下午 2:00
桌遊樂
廖家瑩
齊遵主話
以勒 22/4（日） 下午 2:00
佈道小組
專心佈道
約書亞 21/4（六） 下午 2:30
小組
/
主題週會：
陳有恒 黃詠君
大衛 21/4（六） 下午 2:30
禱告
鄭力文 陳奕思
教

牧:

行政幹事:
地
址:
教會網址:
法團名稱:

/

地點
正堂
卍慈
桌樂無限
正堂
正堂
閣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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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