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大 埔 堂 

2019 年 1 月 13 日             受託主日 第 2 期 

做一個忠心良善的受託者       范建邦牧師 
英文「Stewardship」，中文譯為「管理者」或「受託」。聖經《創世記》

記載：上帝在造人之後，就賜福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這
地，治理它；要管理海裏的魚，天空的鳥和地上各樣活動的生物。」（創
1：28）意思是說：上帝在創世之初，就將管理宇宙萬物的權柄交給人類。
這就是「受託」最原始的聖經基礎。 

在新舊約聖經中都有許多受託的故事。在舊約時期有一個人名叫「約
瑟」，他被哥哥賣到埃及護衛長波提乏家裏做奴隸，因著上帝的同在與他
的勤勞忠心，主人就將家裏的一切都交託給他管理。約瑟清楚知道自己
的身分只是管家，並沒有因為被主人重用就放肆，他義正辭嚴地拒絕主
母的勾搭。可見一個忠心的管家，不但在日常工作上盡職盡責，在道德
生活上也要堅守忠貞。在新約聖經中，耶穌多次用管家的比喻，要求門
徒盡忠職守，完成上帝所託付的使命，其中我們最熟悉的比喻是三個僕
人怎樣回應主人的託付。請留意，耶穌在比喻中強調：主人並非將錢財
平等交給僕人，而是按各人的才幹分配資源，並按各人完成使命的情況
施行賞罰。 

在以上兩個富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受託」的關係是
主人與僕人。在權責上，僕人要服從於主人，但在實際事務上，主人則
需要倚重僕人的才幹，信任僕人的忠誠。但無論這個管家如何忠心能幹，
最後他都必須隨時準備好向主人交賬。 

後來，耶穌再提升「受託」的關係，他說：「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
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但我稱你們為朋友。」（約翰福音 15：
15）我們知道，朋友關係比主僕關係更進一步，如果我們能以這種「在
耶穌裏，我們是好朋友」的心態一起參與事奉，就能彼此守望，互相勉
勵，也只有用這種心態參與事奉，我們在教會事奉的擔子才會變得輕省。 

使徒保羅更將「受託」喻為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參羅馬書 8：14-17）
因為基督徒不僅是上帝產業的一個託管人，更因信靠耶穌而同屬上帝的
兒女。作兒女的，自然有份承受父親一切的產業；與基督同作上帝後嗣
的，除了與基督同得榮耀外，也有份承擔管理基督教會的責任，並主動
參與「十一奉獻」行動，使上帝的家有糧；又要主動參與教會事奉，同
心建造上帝的家，努力拓展上帝的國度。 

今日是本會「受託主日」，盼望我們能夠用實際行動回應與上帝所立
的約，無論在堂會及本會的事工，或是在普世教會合一運動中，都能盡
自己的本分，做一個忠心良善的受託者。 

全年主題：「回應主恩，靈命更新，積極裝備，喜樂侍神。」 

信徒生活要素：同心敬拜．共融團契．接受栽培．殷勤事奉．委身奉獻．熱心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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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關閉手提電話及一切響鬧裝置。虔備心靈，準備崇拜。  

主席：李嘉齡姊妹 司琴：司徒廷峰弟兄 
  

序  樂 ------------------------------------------------------- 眾 立 

始 禮 頌 ------------默禱後同唱《主在聖殿中》------------ 眾 坐 
主在聖殿中，主在聖殿中，  

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應當肅靜，肅靜，肅靜，應當肅靜。阿們。 

經  訓 ----------------詩篇29篇1-2節-------------------- 眾 坐 
上帝的子民哪，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都歸給耶和華！ 

要將耶和華的名的榮耀歸給他，要敬拜神聖榮耀的耶和華。 

敬 拜 詩 -----《來！高聲唱》《來榮耀我的主》------- 眾 立 

祈  禱 ------------------------------------------------------ 眾 坐 

受 託 禮 -------------------(參第4頁)------------------- 鍾鳳霞牧師 
兒童及IG組員可隨導師前往分組活動 

讀  經 ------------------------------------------------ 張容新姊妹 

撒母耳記上 3:1-10、約翰福音 1:43-51、哥林多前書 6:12-20 

講  道 ---- 講題：「聖靈引領 忠心事奉」---- 吳達明義務教士 

回 應 詩 ------------------《花滿流淚谷》----------------- 眾 立 

奉  獻 ------------------《獻禮文》----------------------- 眾 立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祝福及差遣 --------------------------------------------------- 眾 立 

家事分享 ------------------------------------------------ 鍾鳳霞牧師 

互祝平安 ----------------《賜福與你》----------------------- 眾 立 
慈愛的主施恩典賜福給你，常伴你身邊保守你，恩雨降下，添福給你，在這家內分享主真愛。 

慈愛的主施恩典賜福給你，常伴你身邊保守你，恩雨降下，添福給你，俗世之內堅守主真理。 

恩雨降下，添福給你，靠主恩惠活在這世間，恩雨降下，添福給你，奉主的名祝福賜給你。 

散會後請留步，彼此分享代禱。 

唱頌敬拜詩歌時，為表示尊崇，我們多鼓勵會眾站立，唯與會者可按需要自由選擇站立或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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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詩  

《來！高聲唱》  

來！高聲唱，來！高聲唱，讓我們來讚美尊崇大君王。 

來！高聲唱，來！高聲唱，讓我們來讚美尊崇大君王。 
 

惟有祂配得讚美，因祂是主。昔在、今在、快來君王。 

萬膝要跪拜，萬口都要承認： 

祂是主耶穌，祂是主耶穌，祂是主耶穌基督！ 

 

《來榮耀我的主》 

我只想全心全意讚美你，一心歌頌單單榮耀你的名。  

我只想全心全意敬拜你，開口歌頌來榮耀我的主。  
 

噢~ 哈利路亞讚美主，舉雙手去承認你，  

全地萬世君王，來榮耀我的主。  

噢~ 哈利路亞讚美主，屈膝稱讚你座前，  

耶穌基督已作王。  

 

 回應詩  

《花滿流淚谷》 

星閃爍滿天，怎可細數；靈魂在萬國，困惑迷路。  

求立志為你興起，念記主付託，  

來奉獻，承受使命去宣告！  

春耕已結果，豐收晚秋，禾場現熟透，正在輪候；  

期待擦亮我心眼，仰望你的足印，  

曾下降，垂懸十架為愛犧牲！  
 
那管風吹加雨打，我亦要肩擔這十架，  

能被你差遣，是我嗎？  

由你帶領牽引，歷遍艱辛不懼怕，流淚谷終可開滿花！  

四周攻擊嘲笑中，  竭力去將福音護送，危難裡忠心作主工；  

唯你勝過一切，願我一生不枉費，  

傳頌你榮耀國度存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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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託 禮 文 
宣召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2019年度擔任本堂堂區領袖及事奉人員，都是
由本堂會眾推舉或由同工委任，今天他們要前來接受事奉聖職的託付。一
直以來教會都有委任信徒分擔不同職位，以領導整體會眾完成主所託付的
使命。他們就是負有促進教友靈性生活，興旺教會，倡導教友積極參與教
會，服侍社群的神聖職份。因此我們要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將教會教導、宣
教服務、領導護佑的使命託付他們，差遣他們，並為他們舉行「受託禮」。 
（堂區議會主席介紹堂區領袖及事奉人員）   

受職人立願詞 
(各堂區領袖請到台上，站在聖壇前面向會眾；其他事奉人員請在座位站立) 

牧師：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接受洗禮時承諾要藉着你們的祈禱、奉獻、
傳道、服務、促進教會發展，現在你們已經正式被推選擔任本堂 2019
年度堂區領袖及事奉人員，你們相信你們是被上帝所呼召，服事祂
的教會嗎？ 

受職人：是的，我們真心相信。 
牧師：你們是與主同工的，你們願意在這職份上，努力裝備自己合乎主用，

又勤奮盡忠地委身付出嗎？ 
受職人：靠着上帝的恩典幫助，我們願意作出有生命見證的事奉。 
牧師：你們的職份是與教會使命更新、信徒成長復興，有著重要的關係。

因此，這是極為神聖的職責。你們應當時常緊記你們在這職分上所
作的委身，是會影響著教會能否為上帝的國作出貢獻。深信你們因
做主的受託人而會得著喜樂，知道你們是為主的教會，奉獻你們的
金錢、時間與才幹。你們願意與主同工成就這一切嗎？  

受職人：靠着上帝的大能幫助，我們應許殷勤盡責，與弟兄姊妹同心協力，
成就主所託付的職分。 

會眾回應詞 

牧師：各位弟兄姊妹，你們是否應許支持他們擔任本堂 2019 年度堂區領袖
及事奉人員，在他們所擔任的職分和一切為上帝的國作出貢獻的工
作上擁護他們，禱告支持他們？ 

會眾：靠着上帝大能的幫助，我們應許如此。我們願意竭盡所能與他們同
心興旺本堂，也願意在他們領導下，努力事奉主。 

祈 禱 

牧師：主，我們的上帝：你自己創設教會，支持維護教會。我們感謝你呼
召你兒女們，分擔你國度的工作。求主賜給他們恩典，完全將自己
獻上，盡上他們的責任，為主工作。求主賜給他們專誠的心，以主
耶穌作為他們的榜樣──祂不求自己的益處。讓他們在分擔上帝的
工作時，獻上自己，好得以進入祂的喜樂；在為你教會的工作上，
引導他們，使他們的工作興旺。求你報答他們的忠心，使用他們，
完成你在我們主耶穌基督裏的旨意。 

受職人：這是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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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大埔堂事奉人員名單 
堂區議會成員(參週刊背頁) 

金齡區 

區長：吳達明 

開心組導師：廖樹梅、張容新、李秀燕、盧秋玲 

成人區 

區長：黃秀音 

職員：鄺惠冰(書記)、徐麗霞(司庫) 

組長： 

 約書亞組：徐寶輝、李嘉齡、黃妙霞( 副組長 ) 

 以利亞組：周華耀、劉志強、潘英華 

 路得組：麥潔儀、徐麗霞 

 雅各組：黎家駒、陳妙冰 

 多加組：何慧儀、梁燕玲 

 以斯帖組：馮小碧、李錦康、陳靜吟( 副組長 )、黃燕佳( 副組長 ) 

 雅比斯組：蔡峰勝、陳寶燕( 副組長 ) 

 喜樂組：趙惠儀、張文瑛（副組長） 

 節制組：譚麗明、佘佩娟、陶素群( 副組長 ) 

青少年區 

區長：黃煒霖 

副區長：陳妙冰 

青年團契 

聯絡人：徐宛盈、財政：陳慧婷  

FIND 團契 

職員：吳芷韻 

組長：徐樂婷、洪卓寗 

副組長：李麗華、莫綜耀 

烈風團契 

導師：何瑋盈、李麗華 

籃球團契 

導師：羅卓賢、財政：洪卓寗 

IG (初中)  

導師：葉偉祺、盧慧儀、財政：黎愷晴 

中學生團契 (高中) 

導師：黃君怡丶黃煒霖、財政：黎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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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女少年軍（GB33） 

隊牧：鍾鳳霞牧師 

隊長：徐宛盈； 

副隊長：蔡少燕、李嘉齡、林賢文、任曉儀、黃妙霞、馬銘恩 

準委任導師：黃家恩丶歐陽卓芝丶任曉慧丶胡杏煖、司徒瑋恩 

輔助導師：吳娟 

兒童區 

區長：李秀燕 

職員：余碧芬(書記)、麥靜嫻(司庫)、朱麗珍(聯絡)、鍾淑儀(總務) 

 幼童組(幼稚園) 

級長：麥鳳嫻 

導師：徐樂婷、吳娟、麥鳳嫻、嚴叶荷、連瑞儀、馬銘恩、余碧芬、 

      馮小碧 

 兒童組初班(小一至小三) 

級長：陳寶燕 

導師：池敏嬋、許海珍、黃燕佳、黃君怡、陶素群、陳慧婷、陳寶燕、

劉美荊 

 兒童組高班(小四至小六) 

級長：朱麗珍 

導師：陳美華、張惠儀、董朝娣、朱麗珍、鍾淑儀、麥靜嫻、胡志榮、 

      楊惠芝 

兒童合唱團 

指揮：巢慧梅、徐宛盈、李秀燕、莫煦頤 

財政：李秀燕 

司琴：徐宛盈、吳芷韻、黎愷晴 

敬拜部 

部長：林敏怡 

(堂區)部員：葉偉祺、劉志強 

(非堂區)部員：羅嘉洪、梁燕玲、李錦康、譚麗明、黃秀音、黃燕佳、 

             林寶琪、胡志榮 

崇拜司琴︰司徒廷峰、黎愷晴、林敏怡、袁凱琪、洪卓寗、趙苑如(下半年)、 

          徐宛盈(下半年)。 

詩班 

詩班長：羅嘉洪 

副詩班長：李小霞 

指揮：巢慧梅、林敏怡、李錦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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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班員：巢慧梅、蔡峰勝、葉淑燕、林敏怡、羅嘉洪、李錦康、李小霞、 

        廖樹梅、廖婉芬、盧秋玲、潘英華、譚麗明、謝鳳儀、黃妙霞、 

        黃笑蘭、邱寳麗、佘佩娟、黃燕佳。 

司琴及樂手：司徒廷峰、林敏怡、莫煦頤、袁凱琪。 

敬拜隊 

隊長：林寶琪 

主領及伴唱：歐意堅、周華耀、徐寶輝、梁燕玲、何慧儀、洪卓寗、林寶琪、 

            李志良、李政輝、李麗華、馬銘恩、麥潔儀、佘佩娟、温梓翹、  

            胡志榮、葉偉祺。 

樂手：歐意堅、周華耀、洪卓寗、李志良、李政輝、馬銘恩、温梓翹、 

      葉偉祺。 

舞動心靈敬拜隊 

隊長︰黃秀音     

導師︰李秀燕、譚麗明 

隊員︰馮小碧、何慧儀、李嘉齡、李小霞、李秀燕、廖婉芬、麥靜嫻、 

      石輝英、蕭銳坤、宋月玲、譚麗明、黃秀音。 

栽培部 

部長：徐樂婷 

部員：陳美珠、陳慧婷、林婉嫺、黎家駒、陳寶燕 

圖書館︰邱新嬌、劉志強、黃妙霞、陳美珠、楊燕娜、張容新 

服務部 

部長：麥靜嫻 

部員：周華耀、蔡峰勝、常全根、鄧惠強、鄺惠冰、何榮忠 

 領導團團長：鄺惠冰 

領導團組長：鄺惠冰、黃婉芬、常全根、羅卓賢、何慧儀 

領導團組員：吳達明、鄭耀雄、徐麗霞、陸樹德、陳淑貞、吳艷薇、 

            何文堅、潘英華、郭碧娟、梁美蓉、楊燕娜、陳婉儀、

宋月玲、林碧華、黃妙霞、徐寶華、黃秀音、邱寳麗、

莫煦頤、袁凱琪、黃志恒、蔡峰勝、許海珍、鄭金勝、 

            劉愉英、楊炳成、歐素貞。 

領導團小助手：莫詠琛、譚銘恩、黃可兒、呂明諾、張俊喬、陳柏軒、 

              林倬鋒、蘇耀淳、鄧特川、吳子祈 

 網頁管理：吳達明、黃志恒 

 音響控制及錄音：何榮忠、黃信榮、陳偉斌、徐寶輝、周華耀、 

                鄧惠強、李偉賢、黃健文、陳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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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影片製作及播放：黃志恒、吳劍連、邱寳麗、黎家駒、羅卓賢 

 插花：鄺惠冰、麥潔儀、莊心萍 

 攝影及錄影：吳達明、李偉賢、茹正光、劉志強、陳寶燕 

 崇拜接載車長(召集人)：馮小碧 

關顧部 

部長：廖樹梅 

部員：李嘉齡、馮小碧、李小霞、羅嘉洪、黃妙霞、曾麗芬、陳寶燕、 

      羅卓賢 

佈道部 

部長：趙惠儀   

部員：張文瑛、余碧芬、邱寳麗、李麗華  

 

小學家長工作事奉人員名單  

譚麗明、佘佩娟、黃燕佳、林碧華、陶素群、丁玲玲、嚴叶荷、林婉嫺、

廖樹梅。  

 

信仰分享大使：  

訓練員︰鍾鳳霞牧師  

聯絡員︰張文瑛  

成員：馮小碧、李秀燕、徐寶輝、廖樹梅、黃冠榮、黃妙霞、麥靜嫻、  

陳淑貞、吳豔貞、佘佩娟、李小霞、馬活洲、張文瑛、周華耀、  

黃淑坤、陳美珠、宋月玲、張容新、李嘉齡、黎家駒、林敏愉、  

陳妙冰、徐寶華、李政輝、黃雪絲、周冠宗、何瑋盈、梁美蓉、  

羅卓賢、徐樂婷、歐意堅、廖婉芬、梁慧儀、蕭銳坤、黃秀音、  

蔡峰勝、譚麗明、梁燕玲、朱麗珍、鄧宜琼、何慧儀  

＊＊懇求天父保守我們眾人有分享信仰的心志及渴求＊＊  

~~~~~~~~~~~~~~~~~~~~~~~~~~~~~~~~~~~~~~~~~~~~~~~ 

 崇拜守時．敬主愛人 

主日崇拜乃敬拜上帝、與主親近的重要時刻，準時出席崇拜，甚或提早

十分鐘到禮拜堂預備心靈，不但表露我們對上帝的敬愛，也表達我們對

弟兄姊妹的關愛之情。準時出席崇拜，可避免影響弟兄姊妹投入崇拜當

中，誠為美事。 

祈願弟兄姊妹在上帝的幫助下，準時赴會，一同享受崇拜的喜樂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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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1 歡迎出席崇拜的嘉賓及新朋友，敬請留下通訊地址及電話以方便聯絡。 

2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187 人，兒童 29 人，聖餐︰成人 129 人，
兒童 14 人。獻金總額：$92,062.50。 

3 栽培部青成主日學 – 上午 11:45-下午 12:45 

課程 I 如何分辨基督教、其他宗教和異端邪教(1A課室) 
日 期：2019 年 1 月 13、20、27 日 

導 師：周冠宗神學生 

4 堂區議會：訂於 1 月 20 日(第三主日)下午 2 時正假幼稚園舉行，各堂
區領袖敬請準時出席，共商聖工。亦歡迎本堂教友列席，以表關心及
支持；擬列席者請先向堂會主席趙惠儀女士報名。 

5 本堂梁慧儀宣教師因個人原因，由 1 月 2 日-1 月 26 日放無薪假期，有
關堂務請聯絡鍾鳳霞牧師。 

6 有關崇拜後禮堂椅子收放安排︰以顏色分類，疊起 8 張為一橦，椅背
向外，放禮堂兩側。 

7 專車接送：本堂逢主日崇拜前上午 9:30 安排專車於富亨村亨翠樓地下
幼稚園門口(近萬寧商店)接載長者往循小參加主日崇拜，並於崇拜後
送回亨翠樓地下。回程時間為中午 12:30（第一主日為中午 12 時正）。 

~~~~~~~~~~~~~~~~~~~~~~~~~~~~~~~~~~~~~~~~~~~~~~~ 

感恩／代禱事項 

1. 為新一年，求主賜我們信心，堅守所立的約、喜樂事主。 

2. 在新一年的開始時，求主教導我們如何善用光陰，不論是個人成長及
教會復興，都願為主作好準備和計劃。 

3. 為本堂堂區領袖感恩。在天父揀選和弟兄姊妹的推舉下，承擔堂區領
袖的職責。願天父賜褔，使他們緊記此乃上帝所托負之神聖職務，以
喜樂、合作和殷勤盡責的心完成主所托負的工作。求主激勵弟兄姊妹
以愛心彼此服侍，甘心樂意事奉。 

4. 為身體軟弱肢體禱告︰為有呼吸系統毛病，筋骨痛症、心靈軟弱、情
緒不穩、腸胃疾病、心臟及腦部出現問題、患癌症肢體禱告，求主垂

憐醫治、賜下平安，經歷天父的豐盛恩典，勝過肉身
因病患與治療過程所帶來的痛苦。 

5. 為 1 月 20 日堂區會議及為本堂各區各部在進入 2019

年各項計劃落實禱告，求主賜下智慧、幫助帶領各領
袖及部員，與教牧同工、在主裡同心事奉、牧養群羊。 

「耶和華啊，願我的呼求達到你面前，求你照你的話賜我悟性。」

詩篇 11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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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禮 預 備 班 
日期：2019年2月21日 – 4月11日(逢星期四) 
時間︰晚午8時至9時30分 
地點：大埔循道衞理幼稚園 
截止日期︰2019年2月10日 
【凡決心準備受洗者，請先參加本期洗禮預備班，請向牧師登記，另外，如教
友欲參加堅信禮、轉會禮、兒童寄洗禮，請向牧師報名，如有任何疑問，請向
牧師查詢。】 
主耶穌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請關心未受洗的家人親友，熱心帶領他們
受洗；請未受洗的朋友認真考慮，即決心受洗歸主。 
洗禮的主要意義，是藉著洗禮歸入死，將舊人與基督同釘十字架，與祂一同埋
葬，然後藉著主復活，我們也與基督一同復活以後就與基督同活，一舉一動都
有新生的樣式（羅馬書六章）。因此，選擇聖誕節受洗，實在有著新生的意義。 
本堂定於復活主日(4月21日)舉行成人洗禮、兒童洗禮、轉會禮及堅信禮。洗禮
預備班由牧師及同工主理講解信仰教義及加入教會有關問題。依照本會規定，
決心信主受洗加入教會者，須先經常參加主日崇拜一般不少於一年，直到對信
仰及教會，信徒會友代表有相當認識時，然後參加洗禮班，使對信仰與教會更
有系統的認識，再經主任牧師考驗志願、信仰，及對聖經之知識等，認為滿意
後，始由牧師施洗，並接納其為本會教友。 
凡決心準備聖誕節受洗或堅信者，請先參加本期洗禮預備班。如有特別原因，
或時間限制不能參加而又決心受洗者，請即與牧師洽商，臨時要求洗禮者，恕
難接納，敬希注意。 

~~~~~~~~~~~~~~~~~~~~~~~~~~~~~~~~~~~~~~~~~~~~~~~ 

重建國際禮拜堂暨總議會大樓計劃  快訊 (第 233期) 
1. 房間誌名奉獻計劃推出新房間認獻 

有意認獻之弟兄姊妹請與其堂主任聯絡，或致電 25280186 與總議會辦
事處陳佩蓮女士聯絡，謝謝！ 

2. 凡曾認獻支持房間誌名、信心勇士、造磚者及生命樹計劃之弟兄姊妹，
歡迎致電 25280186 與總議會辦事處同工商約參觀有關牌匾，謝謝！ 

3. 歡迎個別會友報名參加導賞體驗團 

舉辦時段：2019 年 1 月 12、19 及 26 日 

舉行時間：分別於上午十時及下午三時舉行 

導賞員：由熟悉衞斯理大樓之會友領袖帶領及講解 

參加者：如合共有五位會友報名即成團，如逾二十位則分團進行 

報名辦法：請最遲於舉行日期早兩天即禮拜四中午前將姓名、電話、參

觀日期及時段（最少列兩個）等資料送交總議會辦事處（電郵：

admin@methodist.org.hk 或傳真：2866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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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合一與教會關係委員會  

天主教香港教區基督徒合一委員會   主辦  

基督徒合一祈禱聚會 
為遵從主耶穌之教導，務求主內眾肢體能合而為一，香港基督

教協進會每年均舉行「基督徒合一祈禱週」，並藉此機會舉辦

各項基督徒合一活動。本會一向積極參與，除推動全體宣教同

工參加「教牧及同工聯合聖餐崇拜」外，亦鼓勵眾弟兄姊妹參

加公開的合一祈禱聚會，與基督宗教內各宗派的牧者及信徒，

一起分享主內合一共融團契，請情如下——  

日期：二０一九年一月十九日（禮拜六）  

時間：下午八時正  

地點：天主教聖德肋撒堂（九龍太子道 258 號）  

講道：林崇智牧師（本會會長）  

內容：詩歌頌讚、祈禱敬拜、講道信息  

敬請同工同道撥冗出席參加  

~~~~~~~~~~~~~~~~~~~~~~~~~~~~~~~~~~~~~~~~~~~~~~~ 

基督徒合一主日——主內一家、交換講壇 
    我們循道衞理宗教會是被上主呼召，也是秉承會祖衞斯理約翰牧師

所強調的大公精神（catholic spirit），盡一切努力，克服基督宗教大家庭

中的籓籬和衝突，立志與不同宗派的同工同道，互相欣賞和學習彼此間

共同及不同的寶貴信仰傳統；在宣講福音，服侍鄰舍，見證上主公義慈

愛的事情上成為同心同行伙伴；透過禱告、崇拜、聖餐、見證和服務等

具體行動，委身在普世教會的合一運動中（ecumenical movement）。這也

是本會聯合四十週年路向書的其中一個重點。 

    香港教會自一九五七年起，將每年一月第三星期訂為「基督徒合一

祈禱週」，並舉辦各項合一祈禱活動。本會為積極支持及參與，除鼓勵全

體禮拜堂同工參加教牧及同工聯合聖餐崇拜外，也在基督徒合一主日推

動各堂與不同宗派牧者交換講壇，這是一項象徵教會合一的寶貴傳統。

下主日蒞臨本會各堂參與交換講壇的牧者，主要來自基督教協進會會員

宗派教會，分別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救世軍、

香港聖公會及香港天主教會。 

    盼望本會同工同道積極參與，實踐耶穌作為大祭司，為基督裏合一

禱告的呼召。（參約翰福音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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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聚會一覽表  

主日崇拜 ：主日上午10:00（每月第一主日舉行聖餐） 

兒童區 ：(幼稚園至初小級)-主日上午10:00 

長青區 ：主日崇拜後至下午12:30 

詩班練習 ：主日上午9:00-9:50 

舞動心靈敬拜隊練習：週四晚上7:30 

敬拜隊練習 ：週五晚上8:00 

圖書部開放 ：主日崇拜前15分鐘（其他時間自助借閱） 

主日祈禱會 ：主日上午9:30 (小學) 

週六晨禱會 ：週六上午7:45 (幼稚園) 

成人區 ：月會(每月第四週六晚上7:30) 

  分組(每月第二週六晚上7:30)、 

家長小組︰週四下午1:30 (小學)   

青少年區 ： 

青年團契(職青)－第一主日下午1:30 

FIND團契(高中至大專)－主日下午1:00 

IG小組  ：(初中) 第二、四主日上午10:00 

烈風團契(高小至初中)－週六下午2:30 

基督女少年軍33分隊－週六下午2:30 

13/1 受託主日 〈主日/節期〉 20/1 合一主日 

聖靈引領 忠心事奉 〈主題〉 合一同行 甘醇若酒 

以賽亞書43:1-7、 

路加福音3:15-17,21-22、 

使徒行傳8:14-17 

〈經文〉 

以賽亞書62:1-5、 

約翰福音2:1-11、 

哥林多前書12:1-11 

吳達明義務教士 〈講員〉 李煥華牧師 

李嘉齡 〈主席〉 林敏怡 

張容新 〈讀經〉 何慧儀 

司徒廷峰 〈司琴〉 洪卓寗 

敬拜隊 〈敬拜〉 主  席 

黃婉芬(組長)、何文堅、潘英華、 

郭碧娟、梁美蓉、楊燕娜。 
〈領導團〉 

常全根(組長)、陳婉儀、林碧華、 

宋月玲、黃妙霞、黃秀音、徐寶華。 

--- 〈開心組〉 廖樹梅 

麥鳳嫻、連瑞儀 〈兒童區幼班〉 馬銘恩、嚴叶荷 

陳寶燕、黃燕佳 〈兒童區初班〉 黃君怡、陶素群 

陳美華、楊惠芝 〈兒童區高班〉 張惠儀、董朝娣 

雅比斯組 〈祈禱閣〉 約書亞組 

吳劍連 〈投影片製作及播放〉 邱寳麗 

何榮忠、徐寶輝、周華耀、 

陳偉斌、黃信榮、鄧惠強、 

李偉賢、黃健文。 

〈音響控制及錄音〉 

每週由不同組員配搭 

何榮忠、徐寶輝、周華耀、 

陳偉斌、黃信榮、鄧惠強、 

李偉賢、黃健文。 

同工團隊 

主 任：鍾鳳霞牧師         宣教師：梁慧儀姑娘       助理校牧：王華山宣教師      

幹 事：余明思姑娘         實習神學生︰周冠宗先生      

大埔堂 2019 年度堂區議會成員 
主席：趙惠儀  副主席：黎家駒  司庫：余碧芬  書記：黃燕佳 

部長：林敏怡(敬拜部)、趙惠儀(佈道部)、徐樂婷(栽培部)、麥靜嫻(服務部)、廖樹梅(關顧部) 

區長：吳達明(金齡區)、黃秀音(成人區)、黃煒霖(青少年區)、李秀燕(兒童區) 

信徒會友代表(11名)：李小霞、李嘉齡、周華耀、邱寳麗、張文瑛、陳妙冰、陳寶燕、馮小碧、 

                   葉偉祺、 劉志強、蔡峰勝 
 

辦公室及通訊地址：新界大埔富亨邨亨翠樓地下(大埔循道衞理幼稚園) 電話：2663-2418 

崇拜地點：新界大埔第九區棟樑路 10號(大埔循道衞理小學)  

 電郵：lc.tpo@methodist.org.hk 網址：http://tpo.methodist.org.hk 傳真：2660-7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