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大 埔 堂 

2019 年 6 月 19 日              聖三一主日 第 24 期 

為父之道            劉家莉會吏 
今天是父親節，想藉此談談為父之道。早前翻閱《基督教週報》，見

頭版文章是有關建立父職牧養，內文提到「爸爸學校」，十分吸引。在網
上搜索，看到感人照片：男士相擁而哭！在中國人社會作男士不易，存
有不少包袱，如：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淚。令男士不容易表達需要和
感情！而更在當了爸爸後，一夜之間要成長起來，不能再孩子氣，不期
然將個人需要和情感收得更密。當然媽媽也相仿，但女性較擅於表達和
宣洩情緒。所以，爸爸不易做呀！ 

見資料顯示，「爸爸學校」除了涵蓋作為爸爸的角色、使命、靈命與
家庭四方面作檢視和學習外，更重視讓爸爸們能訴說感受、掙扎和困難。
能訴說是很重要，因為健康的身心靈，對自己、家庭、婚姻及孩子成長
是很重要的。在心靈關懷聖經一書中讀到沃格姆斯（Robert Wolgemuth）
一篇文章，提及成為出色爸爸的七個策略步驟（我認為可以說為氣質態
度），並附以相關經文參照，覺得寫得不錯。但因篇幅所限，只能以提綱
挈領跟大家交流分享： 
1) 保護：愛心的守衛 

我要教導你，指示你當行的路（詩篇 32:8上） 
2) 交談： 保持溝通 

他(約瑟)又親眾兄弟，伏著他們哭。過後，他的兄弟就和他說話。（創世記
45:15） 

3) 鍾愛：觸摸的力量  
於是他(耶穌)抱著小孩子，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馬可福音 10:16) 

4) 管教：愛必定是痛苦的 
因為耶和華所愛的，他必責備，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箴言 3:12) 

5) 歡笑：生活有樂趣  
心中喜樂，面有喜色；心裏憂愁，靈就憂傷。（箴言 15:13） 

6) 信仰：耶穌愛我 
因為上帝差他的兒子到世上來，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
救。（約翰福音 3:17） 

7) 持守：好好地愛，好好地活 
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羅 6:14） 
看吧，那一點為你來講，有所提醒？我個人最喜歡第七點。沃格姆

斯提到，他叔叔是種植水果的大師，他種的蘋果和桃子叫附近的農夫羨
慕不已。其實他叔叔沒有什麼祕方，只是盡力照顧果樹的健康：修剪、
灑水、施肥。作者最終想表達：好的策略步驟(氣質態度)就有好的果子。
作個稱職爸爸，就是實踐上述六點：保護、交談、鍾愛、管教、歡笑和
信仰，最後是好好地愛，好好地活！我相信沃格姆斯的建議，對作為實
踐爸爸這天職上，會有幫助。祝父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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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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妙貞姊妹 司琴：林敏怡姊妹 
  

序  樂 -------------------------------------------------------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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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篇1節 --------------------- 眾 坐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敬 拜 詩 -----------《你真偉大》《以愛還愛》----------- 眾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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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 黎愷晴姊妹 

詩篇 78:1-8、瑪拉基書 4: 1-6、路加福音 1:13-17 

講  道 ------ 講題：「叫為父的心轉向兒女」------ 陳崇一醫生 

回 應 詩 ------------------《這是你恩典》------------------ 眾 立 

奉  獻 -------------------《獻禮文》---------------------- 眾 立 
(主日奉獻〜紅袋；重建國際禮拜堂〜藍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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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鍾鳳霞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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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祝平安 ----------------《主賜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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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偉大》  

1. 主啊，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你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 

2. 當我想到，神竟願差他兒子，降世捨命，我幾乎不領會； 

主在十架，甘願背我的重擔，流向捨身，為要赦免我罪。 

3. 當主再來，歡呼聲響徹天空，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謙恭的崇拜敬奉，並要頌揚，神啊，你真偉大。 

副歌：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你真偉大！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你真偉大！何等偉大！ 
 

《以愛還愛》  

賜下你恩光，照亮我心房，不會再驚慌，為你奔走飄遠方， 

那懼怕奔波，靠在你身旁，竟為我擔當，讓我罪裡得釋放， 

凡失喪的，呼喊的，你都親手撫摸， 

讓不朽的，溫暖的真愛，療治痛楚。 
 

主你當得敬拜讚美，你恩典覆蓋這地，頌唱和撒那歌聲全為你起， 

榮耀頌讚歸與你讚美，你關心親切細膩， 

用愛還愛這奇妙道理，一生都銘記。 

 回應詩  

《這是你恩典》 

當我仍計較付上幾多，主你已為我付上生命， 

當我又推辭你的呼召，主你大愛又再燃亮我心。 
 
感激你恩典，是我的福氣， 

以我短促的一生，敬拜事奉永恆主， 

是你恩典，是我的福氣，我立志，單單服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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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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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人，兒童 29 人。獻金總額：$15,481.00。 

3 今主日承蒙本會義務教士陳崇一醫生蒞臨證道，本堂仝人深表謝忱。 

4 今主日為父親節，本堂特別為各位父親預備了禮物一份，敬請父親笑納。 

5 栽培部青成主日學 - 課程 I彼得前書 導師：周冠宗神學生 

時 間︰上午 11:45-下午 12:45 (1A 課室) 
6 本堂將於 7 月 28 日(主日)崇拜後至下午 2 時於大埔循道衞小學禮堂為
鍾鳳霞牧師舉行歡送會，歡迎所有弟兄姊妹參與。 

7 小學地下 G04、G05 及音樂室由 4 月 28 日至 6 月尾進行裝修工程，裝
修期間主日晨禱會及開心組使用地下家長天地室，詩班使用 4 樓音樂

室。另施工期間場地使用較為緊張，請各小組及團契如需使用場地，請
先與同工聯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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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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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代禱事項 

1. 今天是聖三一主日，讓我們向三一上帝祈禱，祂創造天地萬物，賜下
獨生子救贖我們，又賜真理的聖靈來充滿我們的心，光照我們。求使
信徒能夠在世俗的愚昧中迴轉，使我們能夠從耶穌基督得明白真理。

使我們能在生活中，作光作鹽，剛強壯膽，為真理作見證。 
2. 為父親祈禱，感謝上主讓父親在家庭中有重要角色，求主保守父親不

單辛勤工作，也在家中作好榜樣，栽培兒女成長。 
3. 6 月 27 日小學邀請到「零分小子-呂宇俊傳道」舉行佈道會，並邀請大

埔堂弟兄姊妹作陪談員或分組組長，與參加之家長建立關係，跟進他
們日後參與本堂，進深認識信仰，求主讓堂會弟兄姊妹積極參予，共
策聖工。 

4. 因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引起本港社會及國際廣泛關注。雖眾多
市民遊行表達希望政府撤回修訂，但政府仍固執而行，引起部分市民

有更大的抗爭行動。求主使執政者顧及民情，撤回法案，避免引起更
激烈的反抗及產生傷亡。更祈求主，在這關鍵時刻，扭轉時局，賜下
平安，給予執政者智慧和謙卑的心，真心為民，妥善施政。祈求聖靈
除去所有怒氣，叫警方、市民均能克制、自守，以冷靜的態度相待，
以免落入更大的試探和考驗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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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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牧師部「信仰分享專責小組」主辦  

「生命代禱者裝備學習坊」  

祈禱乃是與人分享信仰，廣傳福音的最有力的幫助，若想有效地見

證福音，我們必須學習成為一位生命的代禱者。誠意邀請大家學習代禱

服侍，藉上帝的愛與恩典，與人分享信仰。                                                              

日  期：二０一九年六月廿五日（禮拜二） 

時  間：下午七時半 

地  點：本會安素堂（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4 號） 

內  容：代禱者的角色、代禱與信仰分享的關係及代禱的範疇、 

          實踐與困難 

講  員：盧偉旗牧師 

對  象：１.所有曾參加過信仰分享大使訓練之弟兄姊妹。 

          ２.有興趣學習代禱服侍與信仰分享兩者關係之弟兄姊妹。 

查詢報名：請致電 2528 0186 聯絡總議會辦事處同工梁翠湄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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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信徒培訓部屬下 栽培事工執行委員會主辦 

當約翰衞斯理遇上心靈掙扎 
今日的基督徒經常以可見的外在行為去界定何謂信仰的敬虔，但會

祖衞斯理約翰絕不認同此種看法。衞斯理提出一個重要的理念：心靈生

活才是首要的。衞斯理在日記中記錄他內心的感受，當中反映出他經歷
屬靈生命的掙扎，同時信仰的尋問。衞斯理強調紀律的屬靈生活，更強
調面對內在個人的心靈信仰，這是印證了聖經的信息，並且進一步展示
這真理的神學意義。 

今日我們面對資訊爆炸的社會，生活中很難有空間讓我們聽聽個人
內心的聲音。但願我們藉着一個下午的時間，放下、倒空，聆聽我們心
靈的聲音。 
日  期：二０一九年七月六日（禮拜六） 
時  間：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  點：總議會辦事處（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衞斯理大樓十三樓） 
講  員：劉麗詩牧師（信徒培訓部部長） 
費  用：$30 
內  容：詩歌、默想、禱告、會祖生命見證的學習 
報名方法：１．請掃描二維碼或登入網址 bit.do/eUPTn 報名 

２．請致電 3725 4530 聯絡總議會辦事處黃浩哲先生 

如有查詢，請致電 3725 4530 聯絡梁翠湄女士或黃浩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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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議會通告 

總議會教牧人員職務調派 
  去年總議會代表部會議通過：同意余恩明牧師二０一九至二０二０
年或二０二０至二０二一年工作進修一年之申請；而本屆會議亦通過常
務委員會之提議：同意簡祺標牧師、王玉慈牧師、陳德昌牧師、鍾鳳霞
牧師、岑禹勤牧師、陳建基牧師及梁慈光牧師延遲一年退休，繼續接受
調派之申請；同意鍾鳳霞牧師及林津牧師乘調派之便，分別於二０一九
年八月及七至八月工作休假之申請；同意岑禹勤牧師於二０二０年上半
年主領緬甸宣教學習團後取用一至兩個月之分階段工作休假作短宣體會
之申請；同意劉建良牧師二０二一至二０二二年工作休假或工作進修一
年之申請；同意余勝意牧師二０二一至二０二二年或二０二二至二０二
三年工作進修一年之申請；同意王澤堂牧師二０二０至二０二一年工作
進修一年之申請。茲將二０一九至二０二０年度總議會教牧人員之職務
安排有更動之處臚列如下—— 
由二０一九年七月一日起： 
１．陳德昌牧師擔任香港聯區聯區長、並以聯區長身分擔任禧恩堂顧問

牧師； 

２．陳建基牧師連任九龍東聯區聯區長； 

３．王玉慈牧師連任九龍西聯區聯區長、惟毋須擔任天水圍堂顧問牧師； 

４．范爾敦牧師連任國際禮拜堂聯區聯區長；及 

５．趙秀娟會吏擔任禧恩堂主任； 

其他教牧人員之職任不變。 
由二０一九年八月一日起至卅一日止，調派聯區長王玉慈牧師兼任大埔
堂主任牧師；其他教牧人員之職任不變。 
由二０一九年九月一日起： 
１．鍾鳳霞牧師擔任鯉魚門堂主任牧師； 

２．林津牧師擔任觀塘堂主任牧師及循道衞理觀塘社會服務處主任；及 

３．張國良牧師擔任大埔堂主任牧師； 

其他教牧人員之職任不變。 
  此外，牧師部亦通過下列授權—— 
１． 授權總議會會吏李英偉會吏、卓廸舜會吏、杜敏玲會吏、張苑心會

吏及趙秀娟會吏在本會工作範圍內施行聖禮。 

２． 授權梁麗蓮堂區會吏在禧恩堂，鄧其偉堂區會吏、麥衛華堂區會吏
及翁玉文堂區會吏在香港堂，黃德馨堂區會吏在北角堂，李國強堂
區會吏、李景文堂區會吏及劉家華堂區會吏在觀塘堂，余煥群堂區
會吏在九龍堂，曾美娟堂區會吏在將軍澳堂，劉家莉堂區會吏及任
遠輝堂區會吏在馬鞍山堂，吳進逢堂區會吏在亞斯理堂及陳錦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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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吏在塞內加爾之牧養範圍內施行聖禮，如獲邀在本會工作範圍
內施行聖禮，需預先徵得會長之同意。 

３． 授權「堂區牧師」及「堂區會吏」為其牧養範圍內之弟兄姊妹主持
婚禮，惟須先徵得堂所主任之同意；如遇特殊個案，請堂所主任徵
詢所屬聯區聯區長之意見，如聯區長亦有疑問或聯區長亦為堂所主
任，則徵詢會長之意見。 

上述授權為期一年，至下年度牧師部會議為止。 
總議會會長：林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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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就某幾份報章失實報導的澄清及嚴正聲明 

   日前有報章及傳媒作出失實報導，指於最近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大 

遊行及警民衝突事件中，本會香港堂開放堂所，成為「暴徒」的物資集結 

中心，並刻意利用標題及照片誤導讀者、製造錯覺，以為圖中「物資」乃 

運送往本會香港堂存放。本會嚴正聲明：有關報導絕非事實。對於該等歪 

曲事實、誤導之報導，本會深表遺憾及憤怒，並正尋求法律意見，保留追 

究之權利。 

   本會香港堂以至各堂所，一直秉持上主大愛普及世人，關心社會，見 

證福音之信仰，在社區有需要時提供適當幫助；曾經於沙士、豬流感、各 

類遊行、不同的社會運動期間，開放堂所予有需要之市民及警務人員停留 

休息，提供糧水及安排祈禱聚會，為社區及需要者禱告。承此愛鄰如己之 

信仰，過去數天，本會香港堂並未有接受外界物資捐贈，只提供休息、醫 

療及祈禱空間予有需要之人士，從未有如某些報章歪曲之報導，鼓勵、支 

援或協助他人進行激烈抗爭。 

   深盼本會同工同道時刻警醒，明辨是非，繼續為香港求平安，也為教 

會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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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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月第四週六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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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至初職)－主日下午1:00 

中學生團契 (高中)－主日上午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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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聖三一主日 〈主日/節期〉 23/6 幼稚園畢業生主日 

叫為父的心轉向兒女 〈主題〉 除去不義 堅心信靠 

詩篇 78:1-8、 

瑪拉基書4: 1-6、 

路加福音1:13-17 

〈經文〉 
路加福音8:26-39 

 

陳崇一醫生 〈講員〉 吳達明義務教士 

馮妙貞 〈主席〉 黃秀音 

黎愷晴 〈讀經〉 高班畢業生代表 

袁凱琪 〈司琴〉 黎愷晴 

主  席 〈敬拜〉 敬拜隊 

常全根(組長)、陳婉儀、林碧華、 

宋月玲、黃妙霞、黃秀音、徐寶華。 
〈領導團〉 

羅卓賢(組長)、黃志恒、袁凱琪、 

莫煦頤、邱寳麗。 

張容新 〈開心組〉 李秀燕 

馬銘恩、嚴叶荷 〈兒童區幼班〉 徐樂婷、馮小碧 

黃君怡、陶素群 〈兒童區初班〉 陳慧婷、許海珍 

張惠儀、董朝娣 〈兒童區高班〉 朱麗珍、鍾淑儀 

多加組 〈祈禱閣〉 以斯帖組 

黃志恒 〈投影片製作及播放〉 黎家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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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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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