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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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6 日

牧者心聲

一家人？

繆少嫻傳道

最近看了一齣特別題材的電影 – 《小偷家族》
，日本導演枝裕和更憑這齣
電影，奪得 2018 年康城影展最高榮譽金棕櫚獎，揚威海外。電影內容大致描述，
一位是小偷的爸爸，閒時怎樣教兒子偷雞摸狗，又灌輸似是而非的價值觀。兒
子沒書讀，過著周圍偷竊的日子，又教撿回來的妹妹，同樣的偷竊技能。媽媽
則是普通工廠女工一名，在政府新勞動法下，成為受害者，最終被裁掉，終日
在家無所事事。同一屋簷下的，還有以情感勒索前夫女兒一家金錢來度日的婆
婆；及婆婆稱之為孫女的妙齡少女，以奇怪的性感職業在夜店工作。接近兩小
時的鏡頭，沒高潮起跌的劇情，也沒轟烈深刻的片段；卻細膩而寫實地，描述
這一家人的日常。雖然他們是社會的低端人口，生活艱苦，但在鏡頭下，他們
沒有憤世嫉俗的悲情；相反，卻是細水長流的相處、充滿家庭溫暖的溫馨。到
了劇終，當導演把他們關係之間的來龍去脈展開後，卻叫觀眾不禁帶點感嘆和
悲傷離開影院。這六口子的「家人」，其實都不是「家人」
，因他們一點血緣關
係也沒有；相同的就只有，他們都是被這個社會遺棄的人！導演沒有以倫理道
德的角度，去批判他們的所行所是；卻以人道憐憫的心腸，叫觀眾們一起思考，
何謂「家」？（當然這個「家」的定義是很闊的，小至所居之處，大至所身處
的城市及國家。）
這六口子的關係，令我想起了教會。教會是永生神的家，這裡家人的結連，
本不是因為血緣，乃是我們都是蒙神拯救的罪人，被呼召出來踏上天國的路程，
應不合流於世界，被世界摒棄的人！理想上，我們都期望得到彼此的共鳴，好
像這六口子一樣，可以互相依偎取暖、彼此扶持、共走天路。聖經甚至以一個
身體，來形容我們該有的緊密程度。可惜的是，道理或許人人都知道，但當落
在真實的場境裡，就會發現因人各種的限制，要做到「彼此相愛」原來並不簡
單！不少人黯然離開教會，甚至不想進入教會，或許都發現，其實教會並不比
外面的社會溫暖，口說愛，但實際上我們都可以是很冷漠的！教會裡，存在著
不少被忽略、被遺忘的人：他們可能是長期病患的肢體、久久不能埋堆的孤寡
者、甚至有的返了教會很長很長時間，滿滿的事奉，卻找不到能夠傾訴最真實
內心的對象！
猶太經典《塔木德》有一個讓人值得深思的故事，大致上是這樣：拉比拿
了一張連體嬰的照片來問學生，說：
「大家認為他是一個人，抑或他們是兩個人
呢？」有學生說：
「是兩個，因為他們有兩個獨立思考的腦袋！」有學生卻說：
「是一個，因為他只有一個共用的身體！」拉比回答說：
「要知道是一個人抑或
兩個人，其實很簡單，只要倒燙的水在其中一邊，要是另一邊都會呼喊叫痛，
那就是一個人；但如果另一邊沒有感覺的話，他們就是兩個人！」每星期，在
同一屋頂下、聚集敬拜的我們，究竟是一個身體？抑或只是眾多獨立的個體？
我們在當中，又可以怎樣令彼此更感受到接納、歸屬、及親密的連繫呢？即使
我們本來都不是「家人」
，卻能在這裡經驗到「家」會有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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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講員: 黃耀長老
司琴: 李國基弟兄
接待: 林佩誼姊妹
鍾苑婷姊妹
音響: 周栢豪弟兄
何明德弟兄
小果子園地: 陳麥珮琪姊妹 陳志豪弟兄
場地主管 : 孔宙男弟兄
梁子健弟兄

主席： 劉炯森弟兄
司他︰ 劉志敏弟兄
投影︰ 王潔萍姊妹
院智榮弟兄
葉偉良弟兄

陳陳愛清姊妹
林沛欣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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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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是參與成人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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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果子參與成人崇拜︰小果子每月第四週聚會為參與成人崇拜及自由活動。
為鼓勵一家人一同崇拜，小朋友會先與家人一同在大堂參與詩歌敬拜，隨後
跟從導師繼續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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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今天在崇拜中
分享蒙召見證，我們一起為弟兄的神學裝備禱告。
4. 教會祈禱日：今天下午 2:00~3:30 為教會祈禱日，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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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浸禮班：下期浸禮班將在 9 月 5~26 日(逢星期三)晚上 8:00~10:00 舉行，歡
迎準備申請受浸或轉會之弟兄姊妹參加，有意參加者請在 26/8 前向教會同
工報名。下次浸禮日期為 11 月 25 日(日)，將於浸禮班後開始接受申請。
6. 中秋節祝福社區探訪遍傳行動【荃灣區】：日期/時間：9 月 15 日(六)晚上
6:30~10:00；集合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堂(荃灣大屋道 2~4 號)；探訪地
點：荃灣舊區、屋邨；內容：透過送贈禮物包，關心荃灣區貧困家庭，並向
他們傳揚福音。報名：向佈道小組負責人 / 在禮堂門外報告板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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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差傳主日特別聚會：9 月 9 日是一年一度的差傳主日，崇拜後，我們邀請了
當天講員—羅兆泉牧師（香港威克里夫聖經翻譯會總幹事）與我們在卍慈中
學共晉午膳，並有更深入的分享及祈禱時間。誠邀想進一步了解更多差傳工
作的您，同來出席，崇拜後隨即開始至下午 2:30 結束。由於要預計人數訂
飯，請向各團契負責人報名，截止報名日期：9 月 2 日。
8. 【窩窩心．父母親】：家長福音事工小組推動敬愛家人運動，期望透過每月
小任務，鼓勵你向家人表達關愛並珍惜談心良機，希望肢體將教會美好的心
意帶進你的家庭。8 月小任務–在派發的顏色紙卡寫上感謝父/母/長輩的說
話，然後送給對方，完成後通知所屬團契的家長福音事工小組成員。任何連
續三個月完成任務的弟兄姊妹將獲紀念品，累積完成全年 12 次任務，將獲
終極大獎鼓勵。
9. 第三十二屆大埔區教會聯合培靈會︰講題：沒有十字架的福音？講員：褚永
華牧師（香港神學院院長）
；日期：9 月 13~15 日（四~六）
；時間：晚上 8:00；
地點：大埔浸信會（大埔墟鄉事會坊 32~38 號）
，主辦機構：大埔區基督教
教牧同工會；歡迎弟兄姊妹參加，共享豐富筵席。
10. 卍慈維修工程︰醫療室及小廚房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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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
101-106 課室可重新開放使用，各主日學班可返回原本之班房。部份班房調
動如下︰102 室–黃周艷芳姊妹「事奉發現」，禮堂–黃耀長老的青年級、大
衛班及中學福音班。小果子於 101 室進行活動，崇拜直播於 104 室舉行。
11. 「童享和平步行籌款」︰宣明會將於 6/10（六）上午在清水灣鄉村俱樂部
舉行步行籌款，參加者將需要步行 4 公里之路程，目的為支持敍利亞難民兒
童及其家庭以提供經濟援助，最低籌款額為每人$300。請於 19/9 或以前報
名。有意參加的弟兄姊妹可於司事枱取報名表，亦可於網上報名
https://www.worldvision.org.hk/peace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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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及代禱：
香港、世界及宣教：
1. 南非及萊索托工場譚國權、譚何詠湘宣教士代禱信–7 月（1）︰…然而，
信實的神從不打盹，祂的恩典常存，祂的國沒有窮盡。教會最近接到一些回
流中國的弟兄姊妹消息，他們從萊索托返回中國後便自組了一個查經小組，
又在社交平台上建立了一個群組，凝聚一些新朋友，在彼邦又開始燃起福音
的火焰。身為炎黃子孫，譚牧師一直對跟華人傳福音很有負擔，但神並沒有
為他們開中國大陸的門，反而呼召他們服侍南非的華人，在中國的版圖以外
作工，想不到因著人口流動，福音可以從遙遠的南非延伸至中國，牧師又怎
能不驚嘆這位奇妙策士的作為呢…（待績）

2018 年 8 月 26 日

/4

會眾：
1. 何謝勝帶姊妹手術後驗出體內有癌細胞，醫生建議稍後接受電療，求主醫治
姊妹並賜她和家人有平安的心。
2. 何志偉弟兄於 4 月確診患上前列腺癌，將於 29/10 入威院進行手術。求主保
守弟兄手術順利並得著最妥當治療。
3. 梁賢弟兄 (梁偉豪弟兄父親)傷口滲血漸減並等候診治報告，求主醫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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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記念以下肢體及親友：馬周佩珍姊妹（姊妹身體康復及孩子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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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週收集神學教育奉獻，奉獻將全數轉交香港神學院的「支持講師行動」
，
以支持梁俊豪傳道之神學教育服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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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星期收集之「郭
誠學生中心重建基金」奉獻為$174,458.2。教會將全數奉獻送交中福團。
3. 奉獻收支：可以支票(抬頭：The Incorporated Trustees
年)
of Tai Po Christian Church)或轉帳方式奉獻(匯豐銀 ($)財務報告(2018
5月
1-5 月
行帳戶號：600-723852-001)，如入帳或轉帳，請將 奉獻 290,088 1,791,270
收條寫上名字後，放入奉獻箱內。建議弟兄姊妹盡 支出 269,870 1,379,199
餘/不足 20,218 412,071
量減少以現金奉獻。

母堂速遞：

製表人：黎汝業執事

澳門事工—彭治權、彭陳麗娟宣教士(八月份)代禱事項︰（i）澳門的社會環境
實在太多誘惑，請記念信徒們能愛慕神的話，敬畏神，遠離惡事。
（ii）請記念
彭弟兄夫婦的主日學，求神賜下祂的話，使教的、學的同得益處。
（i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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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
8月5日
8 月 12 日
8 月 19 日
崇拜
121 人
128 人
131 人
134 人
聖餐/祈禱會
/
111 人（聖餐）
/
/
下週聖餐主日崇拜事奉人員安排
講員︰ 馮忠強牧師
主席︰ 黃周艷芳姊妹
司琴︰ 楊國豪弟兄
襄禮︰ 執事
接待︰ 李志聰弟兄 潘郭愛心姊妹
投影︰ 吳子豐弟兄
音響︰ 李仲陽弟兄 麥淦婷姊妹
投影片製作︰ 黎以心姊妹
小果子園地: 李佩儀姊妹 陳紫婷姊妹 雷浩威弟兄 雷羅佩宜姊妹
場地主管： 鄧永福弟兄 孔宙男弟兄 葉偉良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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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二） 上午 9:45
勞曾麗珊傳道
正堂
食飯交心齊參加
嗎哪
2/9（日） 下午 1:30
小組
組長
卍慈
但以理
2/9~8/9
下午 12:45
小組
組長
卍慈
以勒
2/9（日） 下午 12:45
以勒飯堂
子健小組
卍慈
李仲陽 林盧泳斯
約書亞 1/9（六） 下午 2:30
查經（書三）
正堂
黃文慧
大衛
1/9（六） 下午 2:30
祈禱會
林沛欣
閣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