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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起來！你要往何烈山上。」  黃培元宣教師 

在我還是少年人的時候，在當時的少年團契中學到一首詩歌，歌名
是〈羅騰樹下〉。其中一段這樣寫道：「你明白我意旨麼？你知我的心意
何在？但你依然軟弱沮喪，仍舊跌倒失落。」這段歌詞道出了二千多年
前的先知——以利亞的心境。 

根據列王紀上十九章的記載，當時的以利亞先知正經歷人生的低
潮。在前一章經文提及他在上帝的幫助下，一個人戰勝四百五十個拜假

神巴力的先知，使以色列的百姓看到耶和華才是上帝。不過，人生的高
潮或順景有時着實太短。拜巴力的耶洗別皇后知道眾多巴力先知被殺
後，便發下重誓，一定要以利亞先知以命償命。受到性命的威脅和政權
的壓逼，以利亞先知害怕起來。他立時逃往曠野，來到一棵羅騰樹下，
便在那裏求死。性命威脅、身心疲倦、懷疑自己、失卻盼望，這都是以
利亞心裏真實的感受，然而，這往往也是我們今天的心靈景況。恐怖襲
擊的威脅彌漫，在職人士工作越來越繁重，教養兒女的窘困，社會政局
的混亂和所產生的無力感，都會使我們如以利亞先知一樣，對前路感到
迷惘，對人生沒有把握，甚或失卻人生前進的力量。 

以利亞先知在他人生的低潮中遇到了上帝。上帝賜餅給他吃，賜水
給他喝，在上帝的聖山中賜他庇護所，是要讓他明白他的生命上帝必保
護萬全。更重要的是，上帝向以利亞先知啟示了祂的計劃，就是拜假神、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之事的亞哈王必被更替。而且，上帝的工作也必不
會終止，因為上帝已預備了接班人去承繼先知的工作。同時，以利亞先
知並不孤單，因為困境不是他一個人去面對，上帝還留下七千個與他志
同道合的人。 

弟兄姊妹，你是否正在人生的低潮之中呢？心靈是否處於疲乏、沮
喪和迷惘之中呢？甚或對前路沒有盼望、難以憧憬呢？上帝昔日指引以

利亞先知離開低谷，祂今天也同樣會帶領你到平安穩妥之地，因為祂是
滿有大能的主，也是顧念我們的主。 

讓我用〈羅騰樹下〉的一句歌詞作結：「還要走的道路甚長。起來！
起來！你要往何烈山上。」讓我們來信靠上帝！祂必定會拖帶我們到上
帝的聖山之中，使我們重新得力去走前面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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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秀音姊妹 司琴：黎愷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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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 禮 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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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篇1,11節 ----------------  眾 坐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面煩躁？ 

應當仰望上帝，我還要稱謝他，我當面的拯救，我的上帝。 

敬 拜 詩 -----------------------------------------------------  眾 立 

《天天歌唱》 

天天歌唱頌讚神慈恩，讚嘆宇宙萬千的奧祕， 

多高深星宿運行原理，神造物無限細膩， 

天天歌唱未怕迎狂風，有你結伴每刻恩典夠用， 

邁步浪裡衝，何妨澎湃洶湧，你護送。 

神呀！我感激恩手永不曾離開，讚歎再造厚恩不可替代， 

萬事盡放開，前程由你主宰，永沒變改你是愛。 

神呀！我感激恩手永不曾離開，讚歎再造厚恩不可替代， 

萬事盡放開，前程由你主宰，你是愛。 

《你是君王》 

沒有配戴冠冕，沒有俊美的臉，忘懷尊貴謙卑降生！ 

領略人生苦痛，甘承受嘲諷，全是你為我付上贖罪救恩。 

為你我要歌唱，為你我要擺上，全然宣告基督作主！ 

諦造人生的美，豈能盡寫上，誰像你愛為我如此徹底。 
 

讓我歡欣敬拜頌讚主，歡呼敬拜頌讚祂， 

榮歸予你配得稱讚耶穌得勝君！ 

萬世都因你愛被變改，都因你愛來俯拜， 

高舉你是君王，頌讚主基督救贖愛。 

祈  禱 -----------------------------------------------------  眾 坐 
IG組員可隨導師前往分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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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詩 --------------------------------------- 大埔堂兒童合唱團 

《快來讚美》 

快來讚美主我王，哈利路亞！快來讚美主我王，哈利路亞！ 

基督生在伯利恆，哈利路亞！是神子也是人子，哈利路亞！ 
 

快來讚美主我王，哈利路亞！快來讚美主我王，哈利路.亞！ 

祂生長像你和我，哈利路亞！在世界卻沒有罪，哈利路亞！ 
 

快來讚美主我王，哈利路亞！快來讚美主我王，哈利路亞！ 

耶穌死在各各他，哈利路亞！死裡復活全得勝，哈利路亞！ 

 

讀  經 -----------------------------------------------  幼稚園師生 

路加福音 8:26-39 

26 他們到了格拉森人的地區，就在加利利的對面。27 耶穌上了岸，就有

城裏一個被鬼附的人迎著他走來。這個人好久不穿衣服，不住在屋子裏，

而住在墳墓裏。28 他看見耶穌，就喊叫著俯伏在他面前，大聲說：「至高

上帝的兒子耶穌，你為甚麼干擾我？我求你，不要叫我受苦！」29 這是

因耶穌曾吩咐污靈從這人身上出來。原來這污靈屢次抓住他；他常被人

看守，又被鐵鏈和腳鐐捆鎖，他竟把鎖鏈掙斷，被鬼趕到曠野去。30 耶

穌問他：「你的名字叫甚麼？」他說：「群」；這是因為附著他的鬼多。31

鬼就央求耶穌不要命令他們到無底坑裏去。 

32 那裏有一大群豬正在山坡上吃食，鬼央求耶穌准他們進入豬裏；耶穌

准了他們。33 於是鬼從那人出來，進入豬裏，那群豬就闖下山崖，投進

湖裏，淹死了。34 放豬的看見這事就逃跑了，去告訴城裏和鄉下的人。

35 眾人出來，要看發生了甚麼事；到了耶穌那裏，發現那人坐在耶穌腳

前，鬼已離開了他，穿著衣服，神智清醒，他們就害怕。36 看見這事的

人把被鬼附的人怎麼得醫治的事告訴他們。37 格拉森周圍地區的人，因

為害怕得很，都求耶穌離開他們；耶穌就上船回去了。38 鬼已從身上出

去的那人懇求要和耶穌在一起，耶穌卻打發他回去，說：39「你回家去，

傳講上帝為你做了多麼大的事。」他就走遍全城，傳揚耶穌為他做了多

麼大的事。 

講  道 ------------------------------------------ 吳達明義務教士 

講題：「豐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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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應 詩 ------------------《主愛不變》--------------------  眾 立 
主的愛從來沒有改變，照顧我每一天， 

昨天今天和明天，始終都不改變。 
 

晴天陰天會下雨，四季幻化不斷， 

我也會有歡笑淚流，您愛我沒變遷。 
 

昨天今天和明天，始終都不改， 

始終都不改，始終都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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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致送畢業紀念品 -------------------------------------  趙惠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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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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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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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家事分享 

1 歡迎出席本堂崇拜的嘉賓及新朋友，並大埔循道衛理幼稚園校長、老

師、本年度畢業生及其家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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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培部青成主日學 - 今主日暫停。 

4 堂區議會：訂於 7 月 21 日(主日)下午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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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報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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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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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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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代禱事項 

1. 為幼稚園畢業生將到新的小學就讀禱告，求主使他們能健康快樂成長。 
2. 為幼稚園已於 6 月 15 日舉行高班畢業禮感恩，並為本堂將於 7 月 2 至

5 日在幼稚園舉行的暑期聖經班祈禱，求主使學生能認識耶穌，明白
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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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7 月 3-5 日循小將舉行暑期聖經班，求天父賜下恩賜予事奉者，又
啟發一眾初小同學能在當中明白救恩。 

5. 為過去分別於 6 月 17 及 18 日發生的中國四川和日本地震祈禱；四川
的地震已做成十二人死亡，而日本地震則有十七人受傷，求主安慰死
者家屬，醫治受傷的人，保守重建的工作。 

6. 二十國集團會議(G20 峰會)將於本週 28 日舉行，求主賜智慧給各國與
會的領袖，使他們能協商製定符合全球利益的經濟政策，也擴闊他們
的眼光，使他們除了考慮經濟利益外，更能愛護環境，珍惜地球的資
源，珍惜愛護你的創造。 

7. 繼續為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的事件風波祈禱。雖然行政長官已
暫停條例修訂的計劃並作出道歉，但政府與市民的分歧與撕裂仍然存
在，求主保守政府和市民的心，彼此願意聆聽，尋求改變的方法，使
破裂得以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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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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循道衛理幼稚園 2018-19 年度畢業生 
上午高 A班 
黃芊嵐  蘇子哲  陳柏熹  李朗睿  張凱晴  周雋謙  鄧皓升  潘翊嫻  
黃潁霖  梁禮謙  黃思睿  蔡明栩  吳珈維  
全日高 A班  
符晞程  勞翼天  劉承謙  源子晴  陳彥弘  張凱寧  蘇卓希  黃諾兒  
劉恩晴  饒尉霖  徐樂維  麥頌斌  羅妍烯  陳以朗  鍾依霖    
上午高 B班 
胡家寶  陳昊賢  潘耀熙  余沛恩  陳穎嵐  蘇樂茹  郭靜悠  王浩森    
全日高 B班 
黃冠儒  陳玥彤  葉俙言  李峻鋒  林顥芝  温述熙  陳  一  王心柔  
何逸朗  駱柏森  李靄蕊  陳雅雪  伍羽菲  許家桸  郭紫桐  程允祈  
周梓悠  鄭梓軒  黃紫婷  朱洛賢 
上午高 C班 
石智樂  盧霈橋  許廷謙  程灝鋒  譚嘉唯  林慶諾  馮雅文  呂天曦  
嚴桸紋  劉康正  葉學遵  陳祈恩  黃柏謙  許  樂  張凱然  吳予祺  
黃韋翔  陳昊汛  黃泳嘉  陳進東  林祖安  譚雪晴  鍾卓洛  蔡恩陶  
石凝謙  謝祥樂  蔡緗縈 
下午高 A班 
賴元正  陳皓楓  劉灝謙  何曉東  陳嘉朗  黎于熙  彭詠媛  林家淇  
林筠甯  李依澄  黃梓盈  方嘉瑩  吳洛澄  梁桸澄  黃煒鐿  周恩𧙗  
Ruth Hitchc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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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ＥＭ 循道衞理佈道團主辦 

清遠探訪交流之旅 2019 
日 期：二０一九年十月十九至二十日（禮拜六至禮拜日，兩天） 

內 容：１．探訪清遠教會 
        ２．體驗跨文化服侍（協助一場感恩讚美會、兩場主日培靈會） 
        ３．了解當地福音事工及生活文化。 
語 言：以廣東話及普通話為主 
對 象：十八歲或以上、已受洗之本會會友，須獲所屬堂主任推薦。 
      【本團作最後甄選】 
要 求：身體健康狀況良好，願意遵從團隊紀律及出席 16/10 差遣禮 

費 用：每位港幣＄750（費用包括國內交通及食宿；不包括保險費。） 

報 名 及 查 詢：請聯絡本團同工電話 3725 4566 或電郵 admin@mem.hk 

截 止 日 期：二零一九年七月八日（禮拜一） 

 
【註：一切內容及行程可因應需要而改變，敬希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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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海外宣教委員會主辦 

「心入穆斯林」穆宣課程 2019 
現今世上，最大群未得之民就是伊斯蘭教徒。香港有眾多印尼家庭傭工及

南亞裔人士信奉伊斯蘭教，他們致力以功德博取安拉歡心，卻未得着救贖的恩

典！這豈是上帝的心意嗎？誠邀弟兄姊妹藉此課程，認識和關心穆斯林的福音

需要及宣教契機—— 

（一）穆宣課程 

日期 內容 

八月四日 

（主日） 

岌岌可危的教會：今日穆宣的挑戰 

 從聖經、歷史及伊斯蘭當代發展，了解穆宣的挑戰 

八月十一日 

（主日） 

伊斯蘭信仰以及與基督信仰之異同 

 伊斯蘭之五功六信 

 與基督信仰之比較 

八月十八日 

（主日） 

與穆斯林分享福音要訣 

 穆斯林歸主因素 

 與穆斯林分享福音的技巧與原則 

九月一日 

（主日） 

屋簷契機：本地穆宣的機遇與挑戰 

 認識本地穆斯林 

 在本地與穆斯林傳福音的機會 

時 間：下午三時至五時 

地 點：本會九龍堂（九龍加士居道四十號） 

導 師：前線差會同工及宣教士 

對 象：十六歲或以上本會信徒 

費 用：每位一百元（費用將全數奉獻予前線差會） 

（二）本地文化之旅【註】 

日期 內容 

八月廿五日 

（主日） 

3:00-5:00pm 

本地文化之旅裝備  

（地點：本會九龍堂） 

 與穆斯林對話須知 

 行程實務 

八月卅一日 

（禮拜六） 

1:30-5:30pm 

本地文化之旅（尖沙嘴） 

 穆斯林餐廳午膳（自費，約$40-$80）、與穆民對話 

 參觀清真寺：與教長對話、觀摩伊斯蘭拜禱 

【註：參與本地文化之旅，必須參加穆宣課程首三堂課堂。】報名及查詢：
請於本會網頁 www.methodist.org.hk「近期活動」下載報名表，或致電
3725 4528 聯絡總議會辦事處梁翠湄女士。 

http://www.methodist.org.hk)「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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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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幼稚園畢業生主日 〈主日/節期〉 30/6 小學畢業生主日 

豐盛人生 〈主題〉 勇敢為人 

 

路加福音8:26-39 

 

〈經文〉 

列王紀下2:1-2, 6-14、 

路加福音9:51-62、 

加拉太書 5:1, 13-25 

吳達明義務教士 〈講員〉 王華山宣教師 

黃秀音 〈主席〉 吳達明義務教士 

幼稚園師生 〈讀經〉 小六畢業生代表 

黎愷晴 〈司琴〉 林敏怡 

敬拜隊 〈敬拜〉 敬拜隊 

羅卓賢(組長)、黃志恒、袁凱琪、 

莫煦頤、邱寳麗。 
〈領導團〉 

何慧儀(組長)、蔡峰勝、許海珍、 

鄭金勝、劉愉英、楊炳成、歐素貞。 

李秀燕 〈開心組〉 李秀燕 

徐樂婷、馮小碧 〈兒童區幼班〉  

陳慧婷、許海珍 〈兒童區初班〉 各級長 

朱麗珍、鍾淑儀 〈兒童區高班〉  

以斯帖組 〈祈禱閣〉 以利亞組 

黎家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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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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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