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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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2022 教會主題︰當轉眼仰望耶穌
2022 年 9 月 4 日

牧者心聲

打那美好的仗(續)

黃耀長老

正如上期牧者心聲所說，香港教會幾乎沒有例外，都在困難中。香港教會現
在面對的困難不只是會眾減少、事奉人手不足、奉獻下跌，這些只是表面的現象，
也不單是移民潮的影響，更深層的是我們的心、我們的屬靈生命都彷彿在迷霧中，
我們都失去方向，以致我們的手下沈、腿發酸。
在七月，當同工們一起思想明年教會方向的時候，我們相信，面對現在的艱
難，唯有我們看到主仍賜下異象，才能叫我們下沈的手、發酸的腿再抬起來。當
我們這樣思想的時候，我們發現神一早已經把一些感動放在不同的同工心裡。
去年暑期活動之後，我們開始了中學生團契和中學生福音班，服侍一群從卍
慈中學來的同學，現在有 8~10 位同學穩定參與，他們今年已升讀中三至中五了。
今年暑期活動，家長們特意送來精美三文治、西餅、Puff，這星期中秋臨近，又有
家長送來冰皮月餅。這些禮物導師不一定分享到，但對他們卻是很好的鼓勵，他
們知道自己愛心的服侍，除了神記念，原來家長們也看在眼裡。仲陽和一眾中學
生事工的組員，well done，繼續努力。
在暑假前，仲陽傳道已經和我分享，他提到今年有四位教會子弟升中，他已
經開始思想如何承接這幾位將要進入中學階段的小弟兄、小姊妹，我們也想到，
近年教會生養眾多，箭袋充盈，升中的教會子弟陸續有來，我們的確需要為這一
代好好預備承接的系統，幫助他們在教會中成長。我們還想到健東弟兄帶了幾位
初中學生回教會，我們也需要想想如何領他們認識福音，栽培建立他們的生命，
他們正好和幾位升中的教會子弟年紀相近，可以一同牧養，我們更期盼他們不但
可以合成一群，還祈求神藉他們帶領更多同學回來認識主。我看到仲陽不但有心，
更是一位很合適陪伴他們成長的大哥哥，但一位大哥哥是不夠的，我們實在需要
更多有負擔的大哥哥大姐姐加入，一同牧養，建立這群小生命。更需要群體在禱
告中記念他們。
今年年初，Candy 姊妹加入大埔堂作部份時期的義務福音幹事，她帶著滿滿
的佈道熱誠而來，不單自己在區內接觸未信的婦女，也感動一些弟兄姊妹一起參
與。在這幾個月間，已帶了兩位婦女回來教會認識福音，還有一位願意定時至電
祈禱。為了有平台接觸區內婦女，Candy 姊妹也開辦八堂國畫班，昨天開始了第
一堂，一共有 13 人報名參與，除了一班婦女，還有幾位少年人，幸有活玲和慧娟
兩位姊妹來幫忙一起帶。感恩神把這感動放在 Candy 姊妹心裡，也不斷感動人加
入。求主打開福音的門，使用我們傳揚祂的福音。
今年我轉到教大專和高中級主日學，是我請纓去教的。大專時代正是要在信
仰上紮好根基，立志跟從主，和教會群體建立起關係的時候，如果這時候不能好
好裝備，進入社會後會很容易隨流失去，這是他們生命建立的重要階段。因此，
我祈求主讓我在這群青少年人的成長中有一份，使用我幫助他們在真理上得造就，
在信心上得鼓勵。在這階段我專注的是生命的建立，但我仍然祈求，或許神會帶
更多大專高中的同學來，讓這群體增長起來，我樂意在禱告中等候神的作為，也
邀請大家一同為這群體禱告。
當我們祈求神賜下異象，我們發覺神已把這些異象放在我們眼前，已經在不
同的弟兄姊妹心中先動工，而且這些機遇、這些需要就已在面前了，只看我們如
何回應。弟兄姊妹，我和大家分享的，大概已不是明年方向了，而是我們現在就
要坐言起行，起來回應了。誠邀大家加入，你們不一定直接回應這幾方面的需要，
但你在教會其他崗位的服侍，就幫助其他弟兄姊妹有更多空間回應了，讓我們在
各個領域各盡其職，同心配搭，一起建立耶穌基督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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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主日崇拜禮序
講員：
司琴：
投影︰
接待︰

凌望基老師
李若嵐姊妹
梁方正弟兄
李志聰弟兄 李陳穎儀姊妹

主席：
司他︰
IT ︰
音響︰

李國基弟兄
楊國豪弟兄
黃陳慧儀姊妹
張寶筠姊妹

序
宣
頌

樂-----------------在主前靜默-----------------預備進入敬拜
召------------------萬有都歸祢----------------- 主
席
讚
求祢以真理和愛引導我
會
眾
差遣我
報 告 / 代 禱--------------------------------------------- 同
工
讀
經------------------徒八 26~40------------------主
席
證
道----------------小人物，大故事----------------講
員
回
應-----------------像天空的鴿子---------------- 會
眾
差
遣--------------------------------------------- 同
工
~~~散會~~~
※感謝主帶領凌望基老師（中華福音使命團香港執委會主席）蒞臨大埔堂證道，
願主祝福弟兄的服侍※
※歡迎今天出席崇拜的新來賓，願主的平安臨到你！※
※歡迎三歲以上兒童一同參加童心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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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教會通知弟兄姊妹同心代禱，也
讓有緊密接觸的弟兄姊妹留意身體狀況和做快速檢測。
2. 杜嘉恩長老由 9 月 1 日起，退休卸任兩堂長老職份。弟兄自 1979 年至今在
執事及長老的崗位忠心事主 43 年，期間曾為紅磡及大埔堂信託人和理事會
主席，並於 2006~2007 年義務兼任大埔堂堂主任。為著弟兄過去在兩堂的忠
心服侍感謝主，祈求恩主繼續引領他的人生下半場更加豐盛和充實，並祝福
更多人。
3. 教會祈禱會—下次網上祈禱會日期為 9 月 6 日（二）晚上 9:00~9:45，由張
照昌傳道負責帶領。誠邀弟兄姊妹一起同心禱告。祈禱會連結將於聚會前 15
分鐘傳送到各團契 WhatsApp/Signal 群組。
4. 歡迎新會友︰感謝主，潘志華弟兄、曾俊威弟兄、周健東弟兄及鄒海霖姊妹
於上週受浸歸入基督，加入大埔堂。我們將於下週在崇拜中歡迎新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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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日崇拜調動︰聖餐主日延至 9 月 11 日舉行，當天崇拜提早至 10 時開始。
6. 事奉人員交流會： 9 月 11 日（日）崇拜後舉行（約於 11:30 開始）
，主要分
享明年教會事工方向，在此和事奉人員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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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國畫班︰為推動福音工作，接觸社區未信人士，我們在教會開辦國畫班，時
間：3/9~29/10，逢週六下午 2:00~3:30，對象為成人及青少年。歡迎弟兄姊
妹邀請未信主親友參加。其他查詢，請聯絡黃李冬嬌姊妹。
8. 友來友往—共享篇：關懷小組聯絡員將主動邀約弟兄姊妹，按著你們的喜好
如家訪、餐膳、崇拜後傾談代禱、電聯或網聯，希望彼此關懷，互相守望。
歡迎大家主動接觸關懷小組聯絡員（靜雯、朱秀、文璧、Candy 和曾姑娘)。
9. 主日學：回教會上課的弟兄姊妹請到下列課室上課：青成級–「舊約倫理反
思」—B2 副堂；大專/高中級—B1 室；中學級—正堂及 C2 室；家長福音班
—C1 室；大專級福音班—E2 辦公室。

守望代禱︰
香港、世界及宣教：
中華福音使命團—南非工場—譚國權、譚何詠湘宣教士代禱消息（6 月份）—
（i）南非疫情︰南非最近病毒感染數據反覆，並且出現兩種新的病毒株：
Omicron BA.4 及 BA.5，但由於沒有造成嚴重的病症，住院率和死亡率維持平
穩，故政府沒有提高嚴厲的防疫措施。（ii）紐卡索華人基督教會︰經過兩年多
疫情的困擾，我們的事工現已大致回復正常，四月份我們到紐卡索華人基督教
會領會，探訪弟兄姊妹，喜見來了一些新朋友，他們在紐卡索開工廠，因在南
非營商成本低，勞工充裕及工資低廉，仍是一個盈利點；另有些本來打算回國
的弟兄姊妹，因著國內實行「嚴限公民非必要出境」的政策，他們恐防以後不
能隨意出國，所以暫時留下來重新籌劃前路。人口流動實在是一個宣教契機…
（待續）
會眾：
1. 梁子健弟兄與封海旋姊妹將於 9 月 24 日（日）下午 3:00 假中華基督教會大
埔堂舉行婚禮（大埔瑞安街 22 號）
，誠邀弟兄姊妹親臨出席觀禮。亦將同時
設有 YouTube Live 直播，讓未能親身參與的弟兄姊妹在不同地方一同見證。
2. 李鳳安姊妹在工場遇到意外，給意外翻倒的餅車壓到腳部，腳面 4 塊骨有骨
裂，需留院接受治療，請禱告記念姊妹腳傷早日癒合。
3. 林蔡啟珊姊妹經治療後有改善，求主保守他家在中秋前搬居平安。
4. 李何少云姊妹傷患有改善，感謝主看顧醫治。
5. 請記念︰劉謝秀媛姊妹（癌症治療中，化療和電療有理想的效果）
；張劉宇
婷姊妹（身體康健不受感染，順利生產）﹔周黃詠詩姊妹、尚方嘉敏姊妹（產
後復原，嬰孩健康成長）
；李啟嵐、林立信、陳麗恩、李凱恩（升中、新一
個階段的學習及成長）；潘郭愛心姊妹（盤骨檢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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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1. 上週收集之差傳奉獻為$3,666.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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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請在入數紙上寫上
姓名和奉獻項目(如沒有註明奉獻項目，會自動撥入經常費奉獻)。每月第一
主日於大元堂址也設置奉獻箱。
3. 本堂收支：
2022 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1~5 月
奉獻
183,042 100,987 1,250,775 125,989 312,776 156,552 222,189 1,973,569
支出
262,488 335,505 590,598 247,029 314,734
—
—
1,750,354
盈餘/不敷 (79,446) (234,518) 660,177 (121,040) (1,958)
—
—
223,215

母堂速遞：
1. 凌凱妮傳道將於今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休假進修，以便專心撰
寫現正修讀神學碩士課桯（浸信會神學院）的畢業研究論文…也求主給凌傳
道智慧和身心靈健康，使她的神學研究能以造就教會，建立基督的身體。
~~~~~~~~~~~~~~~~~~~~~~~~~~~~~~~~~~~~~~~~~~~~~~~~~~~~~~~~~~~~~~
主日聚會出席人數
日期/時間
8月7日
8 月 14 日
8 月 21 日
8 月 28 日
崇拜
（96+30）126 人 （82+44）126 人 （95+34）129 人 （104+33）137 人
（現場+網上）

聖餐
（65+6）71 人

—

下週聖餐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員︰ 黃耀長老
司琴︰ 鄧麗詩姊妹
襄禮︰ 同工及執事
接待︰ 黃陳就萍姊妹 張貞鳳姊妹
本週團契聚會 *現埸 / 網上同步
團契
日期
時間
以琳 6/9（二） 上午 10:00
嗎哪
但以理
以勒
約書亞
大衛
中學生
教
牧:
幹
事:
地
址:
教會網址:
法團名稱:

8/9（四）

上午 10:30

9/9（五） 晚上 7:30
17/9（六） 下午 4:30
10/9（六）
自訂
11/9（日） 上午 11:30
10/9（六） 上午 11:00

祈禱會
（41+22）63

兩堂聯合浸禮
大埔 75 人，紅磡 90 人
網上 15 人

主席︰ 梁子健弟兄
投影︰ 李雋軒弟兄
IT ︰ 林澄川弟兄
音響︰ 張寶筠姊妹
投影片製作︰梁奕思姊妹
週會內容
當快測變成習慣

主領
勞曾麗珊

地點
B2 副堂

大澳一日遊

職員會+張彭慧娟

東涌地鐵站
集合

分享
小組合組查經
小組
參加事奉人員交流會
查經

黃耀長老
團友
—
同工會
馬鴻發

B2 副堂
*B2 副堂
*B2 副堂
—
*B2 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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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