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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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9 日

牧者心聲

火警

杜嘉恩長老

七月十八日，中華福音使命團傳來消息，該團位於泰北孟芳的郭誠學生中
心女生宿舍凌晨發生火警，在疏散學生後，發現一位十五歲女生在房間身亡。
聞者傷心。
紅磡堂早一輩的肢體，對郭誠學生中心有一種特別的感情。80 年代初，在
泰北宣教的朱昌錂弟兄來信，提及需要在孟芳購買一幅地興建學生中心，為山
區來市鎮就學的孩童提供寄宿，也藉此讓他們得以認識基督。當年，紅磡堂就
購地的需要，大家都盡力奉獻，樂見事成。數年前，我首次踏足該中心，心感
這確實是孩子們學習和生活的好地方。如今，部分建築物被毁，實在可惜；一
名學生喪生，更覺心痛。
今次的火災，讓我想起十九世紀在英國的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的一些
事蹟。1856 年，22 歲的司布真在倫敦的新公園街浸信會教堂(New Park Street
Baptist Chapel)牧會。他很有講道恩賜，叫很多人得著幫助。當時教會在建堂期
間，租用了一座音樂廰(Surrey Music Hall)聚會。10 月 19 日黃昏聚會時，以萬
計群眾聚集聽道。司布真講道了數分鐘，突然有人大喊「火燭呀」(事後證明是
虛報)。群眾恐慌，擠向出口，混亂中互相踐踏，結果 7 人死，28 人傷。數星
期後，司布真繼續講道，但改為只在日間租用音樂廳聚會。長達三年，每次在
音樂廳的聚會平均也有萬多人聽道。1861 年，他與會眾移至新建造、容納數千
人的都城會幕教堂(Metropolitan Tabernacle)。
雖然他曾經歷 1856 年的傷痛(每當提及該事，他總在流淚，有人認為他患
上憂鬱症)，神仍繼續大大使用他。在 31 年的事奉中(1892 年初離世)，他傳講
了 3,600 篇道，著作了 49 輯研經或其他屬靈書刊。他的信息影響了數以十萬計
的慕道者和信徒，他被稱為「講道王子」
。
災難或失誤(別人或自己)引致的悲劇是人生的一部分，基督徒生活在地上
也不能避免。災難再次喚醒我們的危機感，說明人的限制和不足，我們需要不
斷反省學習和倚靠神。災難帶來的悲傷不易抹除，但我們若只定睛於此，就只
會停頓下來，或繼續傷痛。惟有倚靠神的恩典和憐憫，我們才能重新得力(即使
帶著傷痛)。事工發展有高或低，或遇攔阻困擾，在檢討、反思和修正後，仍要
前行。我們相信昔日為中福團開拓泰北宣教的神，在今天艱難的時刻仍與泰北
同工同行，並且未來仍會藉中福團的見證叫泰北民眾得著福音和更多神的恩
典。
詩歌有云：
「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常樂無痛苦、常安無虞，……神卻曾
應許，……試煉得恩勗，危難有賴，無限的體諒，不死的愛」
。
（頌主聖歌 281)
在香港，我們很難完全體會當地同工和學童們的感受，但我們不忘為著以
下各項禱告，祈求恩主憐恤和引領：1)死者家人，2)中福泰北同工和導師們，
3)宿舍學童，4)妥善處理火災後的跟進工作，5)中福在該地事工的發展，和 6)
宿舍/場地的重建。讓我們回應中福泰北工場主任的信息：「記念這裏的情況，
同工和學生的心情。求主憐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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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講員: 吳紹賓傳道
司琴: 楊國豪弟兄
接待: 陳慧儀姊妹
張彭慧娟姊妹
音響: 陳志豪弟兄
謝兆源弟兄
小果子園地: 楊陳芷筠姊妹 李仲陽弟兄
場地主管 : 孔宙男弟兄
梁子健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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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黃周艷芳姊妹
司他︰
/
投影︰ 黃慧卉姊妹
黃諾祈弟兄
陳慧儀姊妹

黃文慧姊妹
潘樂怡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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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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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 代 禱---------------------------------------------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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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奉 獻---------------------------------------------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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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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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會~~~

※感謝主帶領母堂吳紹賓傳道蒞臨大埔堂證道，願主祝福弟兄的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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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是參與暑期活動（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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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是聖餐主日，讓我們一同來感恩敬拜，紀念主恩，敬請依時出席。
3. 感謝主呼召李仲陽弟兄全時間服侍主，弟兄將於 9 月入讀建道神學院之三年
制道學碩士課程，同工會通過將全數支持弟兄之學費、膳宿費及生活費。請
繼續為弟兄靈命的成長及真理裝備禱告，支持弟兄的進修。弟兄將會在 8
月 26 日崇拜中分享蒙召見證，我們也會在當天一起為弟兄的神學裝備禱
告。
4. 崇拜座位新安排︰為崇拜講員、主席、敬拜隊與會眾有理想的崇拜互動，由
22/7 開始崇拜座位將改為兩欄，每欄 8 個座位，期望達到會眾唱詩敬拜主
的良好氣氛。
5. 教會祈禱日：8 月 26(日)下午 2:00~3:00 為教會祈禱日，將會為明年教會方
向禱告，敬請弟兄姊妹一同出席，為教會守望，在主面前一同領受異象，等
候主的差遣。8 月 19 日崇拜後之教會祈禱會將會取消一次。
6. 小果子暑期活動：7 月一連五個主日（最後今天）
，小果子團隊舉行 2018 年
小果子暑期活動《神奇運動會》。每一位參與暑期活動的孩子，身分都變成
運動員，參與不同的運動項目。我們藉運動會中的各項競賽去比喻基督徒對
信仰的追求，從而幫助孩子明白何謂運動員的精神，鼓勵小孩子追求屬靈的
獎賞。小果子邀請教會的幼稚園級及小學級的小朋友一起參與這神奇運動會，
共渡難忘刺激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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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青年級主日學 8~10 月份課程︰包括「哥林多前書」
，導師︰黃耀長老；「事
奉發現」
，導師︰黃周艷芳姊妹；「使徒行傳」，導師︰郭活玲姊妹，吳佩儀
姊妹。有意報名的弟兄姊妹請向郭活玲姊妹或各導師查詢。
8. 盈豐集︰第 95 期已截稿，請仍未交稿的弟兄姊妹請儘快交回。投稿可電郵
至：yingfungtpcc@gmail.com。
9. 卍慈維修工程︰醫療室及小廚房將於 7 月 16 號至 8 月尾裝修，請弟兄姊妹
自備飲用水及熱水；雪櫃亦需停用；育兒房改用禮堂後面的 H2 儲物房。若
有個人困難或需要，請與同工聯絡。
10. 第 90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主題「榮耀的人生」：8 月 1~10 日（三~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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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現場同步直播）
。早堂：研經會
（9:45~10:50），呂紹昌牧師，主題： 直到榮耀的更新 ；午堂：講道會
（11:15~12:20）
，講員：鮑維均牧師，主題：大衛—罪中打滾的義人；晚堂：
奮興會（7:00~9:00），講員：陳世欽牧師，主題：使命門徒的人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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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份當
值團契為但以理團契。
12. 借用卍慈埸地︰若需要於主日下午借用課室（101、102、103）
、卍慈小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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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登記及簽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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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醫療室及美術室未能於下午時段借用。
13. 黃耀長老今天往紅磡堂證道。
14. 勞曾麗珊傳道今天往宣道會大埔堂少崇證道。
15. 吳佩儀行政幹事於 31/7~3/8（二~五）放年假。

感恩及代禱：
香港、世界及宣教：
中福「泰國工場郭誠學生中心於 7 月 18 日凌晨 1 時 10 分左右發生大火。首先
起火的是女生宿舍木樓房二樓（近樓梯第一間 4 人睡房）
。起火 20 分鐘後，消
防車才到達，上層睡房完全燒毀。起火後各人都驚醒，7 位本地同工協助學生
離開，順利疏散 44 位女生。但到達安全區再點人數時，卻發現少了 1 名女生。
失蹤女生年齡 15 歲，最後在起火的房間（亦是她的房間）找到她的遺體，暫時
未知她為何折返現場。現時政府多個部門前來查看，並搜集證據，起火原因未
明。現時大部份女學生已由父母接回家中暫住。離世女學生的母親連夜從曼谷
趕來，明早 7 月 19 日會到達。請記念這裡的情況，同工和學生的心情。求主憐
憫。」（泰國工場主任林翠霞牧師，2018 年 7 月 18 日）
會眾：
1. 感謝主，陳志豪弟兄及陳麥珮琪姊妹將為第三任父母，請記念姊妹身體的適
應及胎兒健康成長，姊妹預產期為 12 月初。
2. 感謝主，馬鴻發執事及馬周佩珍姊妹女兒馬德瑜(Cheryl)已於 7 月 16 日(二)
順利出世，孩子重 7.41 磅，請記念姊妹身體康復及孩子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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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何謝勝帶姊妹手術後康復進展不俗，求主保守化驗結果。姊妹感謝教會眾肢
體的關懷，兒女們悉心照顧，經歷主恩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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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外留學之教會生活和學習（林沛晞姊妹－台灣；李浩輝弟兄－英國；鄧至
昊－澳洲）
。
財務：
1. 因應中福泰國工場郭誠學生中心大火，大埔堂已從慈惠基金撥出港幣十萬元
奉獻到中福「郭誠學生中心賑災基金」作應急之用。我們也會於今天（29/7）
崇拜時為中福的「郭誠學生中心重建基金」收集一次奉獻，鼓勵弟兄姊妹按
感動回應。此次以後，若弟兄姊妹想繼續支持郭誠學生中心重建工作，可把
奉獻放入教會奉獻箱（請註明「郭誠學生中心重建基金」
）
，教會將收集至 8
月 12 日，並將奉獻送交中福團。
2. 神學教育奉獻將改在八月最後一個主日（26/8）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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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
4月
1-4 月
如入帳或轉帳，請將收條寫上名字後，放入奉獻箱內。
奉獻
234,185 1,501,182
建議弟兄姊妹盡量減少以現金奉獻。
支出
232,512 1,109,330

母堂速遞：

餘/不足

1,673

391,852

製表人：黎汝業執事

澳門事工—彭治權、彭陳麗娟宣教士（七月份）代禱事項︰
（i）恆常參與濠恩堂主日學的兒童已進入中學階度，現安排他們參加主日崇拜，
之後與成人一起上主日學。負責的同工會因應他們的程度，預備大家都合適的
課程。另一些還在初小階段的兒童，他們不恆常到來，但同工備課時都會隨時
作好預備，他們跟隨時到來都可一同參加兒童主日學。請禱告記念濠恩堂主日
事奉人手短缺，時感吃力，求主憐憫。
（ii）彭弟兄夫婦已屆退休年齡，請懇切
祈求父神為濠恩堂預備合適的傳道同工。
~~~~~~~~~~~~~~~~~~~~~~~~~~~~~~~~~~~~~~~~~~~~~~~~~~~~~~~~~~~~~~

主日聚會出席人數
日期/時間
7月1日
7月8日
7 月 15 日
7 月 22 日
崇拜
143 人
137 人
130 人
122 人
聖餐/祈禱會 111 人（聖餐）
/
/
64 人（祈禱會）
下週聖餐主日崇拜事奉人員安排
講員︰ 繆少嫻傳道
主席︰ 梁子健弟兄
司琴︰ 溫思穎姊妹
司他︰ /
接待︰ 梁聖康弟兄 陳陳愛清姊妹
投影︰ 黃詠君姊妹
音響︰ 陳志豪弟兄 謝兆源弟兄
投影片製作︰ 朱迪怡姊妹
小果子園地: 陳穎儀姊妹 潘樂怡姊妹 周黃詠詩姊妹 李呂雪玲姊妹
場地主管： 孔宙男弟兄 梁子健弟兄 葉偉良弟兄
林沛欣姊妹
本週團契聚會
名稱
日期
時間
週會內容
主領
地點
以琳 31/7（二） 上午 9:30
會堂幾代人
繆少嫻傳道
正堂
嗎哪
5/8（日） 下午 1:30
小組
組長
卍慈
但以理 5/8（日） 下午 12:45
小組
組長
卍慈
以勒
5/8（日） 下午 1:00
以勒飯堂
家庭小組
卍慈
約書亞 4/8（六） 下午 2:30
電影週–War Room
馬鴻發執事
正堂
大衛
4/8（六） 上午 11:15
港九培靈研經會
黃詠君
大埔禮賢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