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7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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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2022 教會主題︰當轉眼仰望耶穌
2022 年 7 月 10 日

牧者心聲

停不了的播種工作

勞曾麗珊傳道

早晨要撒你的種，直到黃昏也不要歇手；
因為你不知道哪一樣種得成，
是早撒的，或晚撒的，或兩者都一樣好。（傳十一 6，新譯本)
收成具有不能完全預測的情況，或遇天災、或遇人畜破壞，耕作的人只能
勤力撒種，盡自己所能做對農作物成長有利的功夫，最後就只有默默等待果實
的出現。若以此比喻帶家長信主的歷程所作出的努力，希望給重視父母或長輩
信主的弟兄姊妹一番鼓舞！
今年有一位新成員加入家長福音事工小組，她
聽了我們過往舉辦的佈道會、本地或海外旅行、懇
親宴、興趣活動(如包糭、手工藝、釣魚、行山、
乒乓球…)、飯餐+遊戲、家訪探望等以接觸家長，
她便明白我們做了不少工作。
這麼多年我
們親身接觸過不
少家長，只是仍
有很多家長是無從接觸到的。這麼多年感恩有
些家長信了主，卻有大部份家長是我們不清楚
他們對信仰或教會的看法。故此，家長福音事
工小組成員希望多點明白，在掌握較具體的資
料下預備家長福音工作。未來一個多月，組員
會陸續向弟兄姊妹作個別的微型資料搜集，以
知道未認識主的家長在個人興趣和信仰上的看法。
其次，小組認為疫情不穩，大型活動仍有限制。於是提出能否與弟兄姊妹
合作，讓不願來教會的家長，先接觸他們的基督徒朋友。例如在生日、結婚紀
念、小朋友畢業派對(上述不必在正日)，嘗試邀請教會朋友一起出席，讓他們
與你的父母或長輩食食東西，拍拍照片，彼此閒話家常，製造一個互相認識的
機會(像是福音使者到會)。
除此以外，家長福音班仍是
重點—每主日迎接家長過來；每
月第四主日的福音信息，我們的
家長可以現場或網上認識主。家
長福音事工小組成員仍希望努力
作工，嘗試看看有否其他與家長
接觸的機會，若你一樣渴望家長
信主，請與我們同工，看神在人
身上所施的奇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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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禮序
講員： 李仲陽傳道
司琴： 黃文慧姊妹
投影︰ 何明德弟兄
接待︰ 吳佩儀姊妹
場地主管︰鄧張燕儀姊妹

主席：
司他︰
IT ︰
音響︰

梁子健弟兄
楊國豪弟兄
李曉暉弟兄
周栢豪弟兄

序
宣
頌

樂-----------------在主前靜默-----------------預備進入敬拜
召--------------------------------------------- 主
席
讚------------------千古保障------------------會
眾
平安
如鷹展翅上騰
報 告 / 代 禱--------------------------------------------- 同
工
讀
經----------------歌羅西書一 1~8----------------主
席
證
道-----------------保羅的感恩-----------------講
員
回
應---------------------------------------------會
眾
差
遣--------------------------------------------- 同
工
~~~散會~~~
※歡迎今天出席崇拜的新來賓，願主的平安臨到你！※
※童心樂園重開，歡迎三歲以上兒童一同參加※

聚會及會務消息：
1. 教會主日崇拜安排：
i) 主日崇拜：在大元堂址之現場崇拜已重新開放，雖然在疫情中網上直播
仍會維持一段日子，鼓勵弟兄姊妹重回現場一起崇拜。
ii) 疫苗通行証：弟兄姊妹進入主日崇拜聚會前，除探熱和潔手外，也請掃
瞄「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証」/出示醫學豁免証明書；按法例，十二
歲以下兒童可獲豁免掃瞄「疫苗通行証」
，惟沒有成人陪同之十二歲以下
兒童，進入教會時請填寫記錄表。
iii) 主日下午大元堂址可開放給各單位借用，請預先填寫場地借用表。
iv) 若曾參加現場聚會之會眾出現確診情況，請立刻通知教會以便安排清潔
及消毒以減低病毒傳播之風險。
2. 「童心樂園」已開始現場聚會，小天使–課室為 C1；小門徒及小精兵–課
室為鄰近地方，歡迎孩子出席，更深認識主道主愛。
3. 主日學：回教會上課的弟兄姊妹請到下列課室上課：青成級–「列王記上」
—B2 副堂；大專/高中級—B1 室；中學級—C2 室；家長福音班—C1 室；
中學級福音班—E2 辦公室。
4. 第 104 期盈豐集電子版已在各團契 WhatsApp/Signal 群組發放並上載於教會
網頁，歡迎弟兄姊妹瀏覽。第 105 期正在籌備中，誠邀弟兄姊妹透過文字投
稿分享，稿件字數以 1,000 字為限，截稿日期是 7 月 31 日。請把稿件電郵
至 yingfungtpcc@gmail.com 或交給盈豐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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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會祈禱會︰於 7 月 17 日（日）崇拜後隨即在現場及網上同步舉行，由李
國基執事負責帶領，主題—兒童事工。誠邀弟兄姊妹一起留下或留在網上同
心禱告。
6. 兩堂聯合浸禮及轉會禮：於 8 月 28 日(日)下午 3:00 於基督徒會堂（新蒲
崗）舉行，現已接受申請。申請者必須重生得救，完成了本堂之浸禮班，認
同本堂之神學立場和信仰宣言。申請者可向所屬團契導師或傳道人索取所需
表格。截止報名日期：7 月 17 日。
7. 事奉人員交流會：將改在 9 月 11 日（日）崇拜後舉行（約於 11:30 開始）
，
主要和事奉人員交流明年度教會事工方向及派發事奉回應表。當天主日學暫
停一次，崇拜及童心樂園提早於 10:00 開始。
8. 社關小組︰將於 8 月 14 日（日）
（待定）下午二時在大元社區派發抗疫物資
給清潔工和基層街坊，若有弟兄姊妹想一同來關心鄰舍，請聯絡吳佩儀姊妹。
小組出隊需要預先收集抗疫物資（如口罩、搓手液、檢測劑…）
，弟兄姊妹
若有感動捐贈，也請交給吳佩儀姊妹。

堂外消息︰
1. 94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 2022—主題「永恆的盼望」：8 月 1~10 日之培靈會，
在主恩典中將如期舉行。為配合防疫措施及避免病毒散播風險，今年的聚會
仍維持於網上進行，不設現場及轉播站聚會，請登入培靈研經會網頁
www.hkbibleconference.org 查閱有關聚會詳情。早堂：研經會（上午 9:00）
，
講員：柯貝爾牧師，主題：
「明白基督的心」
；午堂：講道會（上午 11:00）
，
講員：李思敬牧師，主題︰「如此我信— 使徒信經與舊約神學」
；晚堂：奮
興會（晚上 7:00）
，講員：鮑維均牧師，主題：「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

守望代禱︰
香港、世界及宣教：
1. 泰國工場—榮光教會建堂代禱信（1）2022 年 5 月︰泰國清邁省孟芳縣榮光
基督教會是泰國中福聯會轄下泰人教會事工，於 2000 年建立，是中福團泰
國工場建立的第一間純泰語教會。榮光教會自成立以來，便是借用郭誠學生
中心禮堂作主日崇拜場地。幾年後，榮光教會分植出另外兩間泰語教會——
耀光教會及勝光教會。分植出來的兩間教會均已建立起自己的堂址，榮光教
會則仍然借用郭誠學生中心聚會。2018 年郭誠學生中心火災後，榮光教會
需要另覓地方，最終借得同區的中福團前同工宿舍聚會…（待續）
2. 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火持續，面對政局和軍事衝突，求主憐憫看顧，讓烏克蘭
人民早日得見和平曙光，求主拯救當中被痛苦折磨悲傷的人，並堅固當地牧
者和信徒，繼續仰望信靠主，以神的道醫治人心。
會眾：
1. 謝秀媛姊妹發現一期癌症，正接受化療和電療，暫時效果理想。求主醫治，
帶領姊妹經過醫治的過程。
2. 感謝主，尚志超弟兄及尚方嘉敏姊妹之第三兒子尚奇已於 6 月 28 日（二）
順利出世，孩子重 2.78 kg，請禱告記念姊妹生產後的復原，嬰孩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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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黃詠詩姊妹預產期為 8 月初，請禱告記念姊妹生產順利，嬰孩平安出世。
4. 記念今年升中的 4 位「童心樂園」孩子李啟嵐、林立信、陳麗恩、李凱恩，
求主帶領，給他們最好的預備。本年度升中派位將於 7 月 26 日（二）放榜。
5. 中學文憑試（DSE）將於 7 月 20 日（三）放榜，大學聯招將於 8 月 10 日
（三）放榜，請記念應屆考生李若嵐、黃悅銅、梁凱倫及蔡淑鎔。求天父帶
領她們的前路，體驗主同在的應許。
財務：
1. 大埔堂處理奉獻之事宜︰弟兄姊妹奉獻可透過（i）網上銀行或 ATM 過數；
（ii）把支票或現金自行存入教會戶口（HSBC 600-723852-001，抬頭：The
Incorporated Trustees of Tai Po Christian Church）
；
（iii）
「轉數快」
（識別代碼：
165 126 343；名稱：The Incorporated Trustees Of Tai Po Christian Church）。
然後把入數紙或過數記錄的相片傳到教會財務小組 WhatsApp 戶口(6078
9848)，以便財務組登記有關奉獻及日後發出奉獻
財務報告(2022 年)
($)
5月
1-5 月
收據。請在入數紙上寫上姓名和奉獻項目(如沒有
奉獻
312,776 1,973,569
註明奉獻項目，會自動撥入經常費奉獻)。每月第 支出
314,734 1,755,049
餘/(虧損)
(1,958) 218,520
一主日於大元堂址也設置奉獻箱。
製表人：黎汝業執事

母堂速遞：

請記念母堂 8 月福音行動︰8 月 21 日（下午 3:00）
〈粵聽悅有福〉家長/長者福
音粵曲聚會。
~~~~~~~~~~~~~~~~~~~~~~~~~~~~~~~~~~~~~~~~~~~~~~~~~~~~~~~~~~~~~~

主日聚會出席人數
日期/時間
6 月 12 日
6 月 19 日
6 月 26 日
7月3日
崇拜
（68+39）107 人 （66+44）110 人 （91+34）125 人 （88+29）117 人
7/6 網上祈禱會
祈禱會
聖餐
5/7 網上祈禱會
（現場+網上）
21 人
（37+46）83 人
（63+8）72 人
38 人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員︰ 勞曾麗珊傳道
主席︰ 馬鴻發弟兄
司琴︰ 鄧麗詩姊妹
投影︰ 張家豪弟兄
司他︰ 楊國豪弟兄
IT ︰ 林立志弟兄
接待︰ 鄧永福弟兄 謝莊婉薇姊妹
音響︰ 周柏豪弟兄
場地主管︰鄧張燕儀姊妹
投影片製作︰梁奕思姊妹
本週團契聚會 *現埸 / 網上同步
團契
日期
時間
週會內容
主領
地點
八福—為義
以琳 12/7（二） 早上 10:00
勞曾麗珊傳道
B2 副堂
受逼迫的人
嗎哪 10/7（日） 下午 2:00
交通分享
黃玉冰姊妹
B2 副堂
但以理 22/7（五） 晚上 7:30
分享
黃耀長老
B2 副堂
以勒 16/7（六）
自訂
小組活動
各小組
*B2 副堂
約書亞 16/7（六） 下午 2:00
祈禱
黃嘉曦
B2 副堂
大衛 17/7（日） 下午 2:00
電影週
待定
B2 副堂
信仰無添加
黃文慧
中學生 16/7（六） 上午 11:00
*B2 副堂
教
牧:
幹
事:
地
址:
教會網址:
法團名稱:

黃耀長老（堂主任）
勞曾麗珊傳道
張照昌傳道
福音幹事︰黃李冬嬌姊妹
行政幹事:吳佩儀姊妹
新界大埔汀角路 10 號大元邨泰德樓 2 樓 203-207 號舖
http://www.tpcc.org.hk
電郵：info@tpcc.org.hk
The Incorporated Trustees of Tai Po Christian Church

李仲陽傳道
電話：26667966

傳真：266787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