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大 埔 堂 

2019 年 6 月 30 日         小學畢業生主日 第 26 期 

勇敢為人             梁麗蓮會吏 

曾看過一段文字解釋甚麼是勇敢： 

勇敢就是不怕危險，不怕困難，有勇氣，有胆量，不退縮。 

勇敢有六種： 

第一種基於信仰的勇敢； 

第二種基於榮譽的勇敢； 

第三種基於希望的勇敢； 

第四種基於憤怒的勇敢； 

第五種基於經驗的勇敢； 

第六種基於無知的勇敢。 

相信以上種種大家或多或少都經驗過，而我們最期盼的是能夠從信

仰中得到的勇敢（勇氣）。 

主耶穌在約翰福音中向門徒保證： 

「我對你們說了這些事，是要使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

有苦難，但你們要有「勇氣」，我已經勝過世界。」（約翰福音 16:33） 

耶穌就是那位勝過世界的君王，以人看為愚拙的方法拯救世人，他

為我們在困難與苦難中帶來平安，風暴中因有主同在我們有平安，以致

能有勇氣面對困境。 

因着主的同在，於危險中我們仍有勇敢作先知的服事──見證基督

的復活與和平的真理，及無價的救恩。（使徒行傳 2:32） 

因着主賜的勇氣，於困境中我們仍能作祭司的服事──代禱，將人

帶到上帝面前。（彼得前書 2:9） 

因着主道成肉身謙卑的榜樣，於社會中我們仍能作僕人的服事──

學效主對人的服事。（馬太福音 20:28） 

在這個紛亂、黑暗的世代，我們祈求三一上帝賜我們勇氣，剛強、

壯膽，讓我們成為世上的鹽和光。 

「你們平安入世，勇敢為人，保持善德，勿以惡報惡，鼓舞灰心的

人，扶持軟弱的人，援助困苦的人，尊敬眾人，事主愛人，在聖靈的能

力中歡欣喜樂。」（註：聖公宗祝福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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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達明義務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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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篇1,11節---------------------  眾 坐 

上帝啊，求你保佑我，因為我投靠你。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敬 拜 詩 ----------------------------------------------------------  敬拜隊 

《精采》  

放開雙手歡呼抱擁白雲，其實這世間美麗又繽紛， 

請一起打破沉悶格局，投入這精釆一生。 

天天都可作喜樂人，容讓我滿載熱情地歡欣， 

棲身於這個無限宇宙，神為我譜寫一生。 

一起歡呼快樂歌唱拍手 Wow！ 

一起歡欣讚頌得到救恩 Wow！ 

你令我過去不再，你將我未來展開，耶穌是你。 

《活出愛》  

有一份愛從天而來，比山高，比海深。測不透、摸不著、卻看得見。 

因為有你，因為有我，甘心給，用心愛。把心中這一份愛活出來。 
 

耶穌的愛激勵我，敞開我的生命。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 

耶穌的愛點燃我，心中熊熊愛火。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 
 

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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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  詩 --------------《給夢想一雙翅膀》-------------- 小六畢業生 

我相信愛能改變世界，愛能讓世界微笑起來， 

你我的付出就像隧道盡頭的陽光，畫出無限的希望， 

給夢想一雙翅膀，用神的愛來澆灌，讓你我來搭樑， 

給夢想一雙翅膀，勾勒出愛的線條，盡情付出，看見滿足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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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經 ----------------------------------------------------- 畢業生代表   

約翰福音 3:1-21 

1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德慕，是猶太人的官。2這人夜裏來
見耶穌，對他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上帝那裏來作老師的；
因為你所行的神蹟，若沒有上帝同在，無人能行。」3耶穌回答他
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上帝的國。」
4尼哥德慕對他說：「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豈能再進母腹
生出來嗎？」5耶穌回答：「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
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上帝的國。6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

的就是靈。7我說『你們必須重生』，你不要驚訝。8風隨著意思吹，
你聽見風的聲音，卻不知道是從哪裏來，往哪裏去；凡從聖靈生
的也是如此。」9尼哥德慕問他：「怎麼能有這些事呢？」10耶穌
回答，對他說：「你是以色列人的老師，還不明白這些事嗎？11我
實實在在地告訴你，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知道的，我們所見證的是
我們見過的，你們卻不領受我們的見證。12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
你們尚且不信，若對你們說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13除了從天
降下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14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
須照樣被舉起來，15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16「上帝愛世

人，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致滅亡，
反得永生。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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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已經被
定罪了，因為他不信上帝獨一兒子的名。19光來到世上，世人因
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這就定了他們的罪。20
凡作惡的人都恨惡光，不來接近光，恐怕他的行為被暴露。21但
實行真理的人就來接近光，為要顯明他的行為是靠上帝而行的。」 

話    劇 -------------------------------------------------- 福音話劇小組 

講  道 ------ 講題：「你需要完全變態」---------王華山宣教師 

回 應 詩 ----------------------------------------------------------  敬拜隊 

《伴我成長》  

沒法抓緊光陰片刻分秒，沒法猜測身邊聚合散離， 

但我感激恩主給我友伴，在這匆匆一生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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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珍惜彼此每刻相處，樂困甘苦始終伴在我旁， 

願意彼此關心寬恕接納，實踐基督降生的真理。 

同攜手闊步踏上天路行，令我心灼熱是你的真摯， 

祈求主記念祝福這段、這段情誼不變。 
 

沒法抓緊光陰片刻分秒，沒法猜測身邊聚合散離， 

但我感激恩主得祢作伴，令我匆匆這生添溫暖。 

為畢業生祝福 -------------------------------------------------- 鍾鳳霞校牧 
（小學畢業生請站立，誦讀「小學畢業生」及「全體」的部份。） 

主禮：天父，我們感謝你。你是智慧的本源，萬有都是你所創造的！我
們能夠學習知識，明白真理，全是你的恩典。 

小學畢業生：天父，我們感謝你。 

家長：主耶穌，我們感謝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藉著你，我們和
我們的兒女能遠離黑暗，持守光明。 

小學畢業生：主耶穌，我們感謝你。 

校友：聖靈啊，我們感謝你。你將真愛澆灌下來。我們在你的引導裡，
滿有勇氣和毅力，昂首闊步，迎向嶄新的未來。 

小學畢業生：聖靈啊，我們感謝你。 

主禮：主啊，為小學的畢業生，我們誠心禱告。求賜智慧，並祝福他們
升學的前路，使他們在愛心、德行和知識上都豐盛有餘。在基督
裡，他們都長大，成為社會的棟樑，榮耀主的聖名。 

全體：願三一真神，聖父、聖子和聖靈，保衛我們，使我們活在公義和
慈愛之中。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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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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1 歡迎出席本堂崇拜的嘉賓及新朋友，並大埔循道衞理小學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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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人，兒童 54 人。獻金總額：$13,0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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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幹事余明思姑娘因參加 6 月 27 至 7 月 1 日舉行的世界循道衞理宗
華人教會聯會第九屆青年領袖大會，今主日未能出席本堂崇拜，有關堂
務請聯絡其他同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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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7至 7月 1日舉行的世界循道衞理宗華人教會聯會第九屆青年
領袖大會禱告，求主興起祂的門徒，特別是青年領袖，讓他們打破地
域界限，一同經歷、堅固耶穌所宣講的教會(EKKLESIA)。 

2. 為本堂將於 7月 3-5日於小學舉行的暑期聖經班祈禱，約有 20名小學
生陸續參與，求主興起更多願意與青少年同行的服侍者，教導他們聖
經真理，使更多的青年人能在愛中學習成長。 

3. 為本屆小學畢業同學將於 7月 10日升中派位禱告，求主引領到合適的
中學，並在未來的歲月中充實自己，認識福音，在主愛中扎根成長。 

4. 為本堂將於幼稚園 7月 2-5日的暑期聖經班及 7月 11日的生日會暑期
活動祈禱，為幼稚園 300 名學生祈禱，求主使學生能認識耶穌，又興
起更多的弟兄姊妹服侍的心，明白主愛。 

5. 為 7 月 21 日本堂堂區會議，求主讓會各部各區教友領袖、牧者和同
工有合一愛主、愛肢體的心、在主面前謙卑服侍，在決策上滿有異象
和慧、靈命更新、傳揚福音、喜樂事奉、共建神家。 

6. 繼續為香港社會祈禱，求主保守香港，讓香港人能繼續締造和平，使
彼此能了解分歧的意見，在決策上得到共識，並使政府和議員能製定
合乎香港市民利益及長遠發展的政策。 

7. 為蘇丹祈禱，蘇丹軍政府對和平示威者血腥鎮壓，據報導已確認有最
少 128 名死難者，也有婦女被性侵犯，求主憐憫這地，讓死者得到安
息，傷者得到醫治，家人得到安慰，並把施暴者繩之於法，好使公義
得到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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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循道衞理小學 2018—2019年度畢業學生名單  
6A 

       陳凱明 陳國正 陳沛嘉 陳玉瑋 張凱蓉 鄧成凱 何雅妤 胡尹宣 
黎詩晴 李思靜 李梓塱 李詠詩 李宇軒 李奕朗 廖霆軒 廖子楠 
劉芷瑤 鄧棹鑾 潘尚言 蔡卓軒 溫琇瑜 黃阡媛 黃梓朗 楊  悅 
葉文熙 黃國華 源昊宏 

     6B 
       許  樂 卜詩韻 陳展博 陳江匯 陳文傑 鄭尚霖 張洛兒 張燿庭 

徐子軒 何巧晴 林菀瑩 李卓軒 梁佳樂 李泳文 馬梓皓 文梁皓 
石樂希 水樂貽 蕭颽瑩 蔡宛芯 王樂儀 王紫儀 黃銘森 楊依嵐 
張哲彬 

       6C 
       陳俊孝 陳栩僑 陳啟豐 陳麗莎 張豈籃 戚明進 周晉濼 周凱晴 

鍾明欣 許汶懿 洪匡藍 許瑪麗 梁永達 李凱晴 呂仲熙 岑朗逸 
譚駿庭 徐俊昇 黃柏汶 王鄯僖 葉約遙 余梓泳 源昊洋 袁丞韻 
張逸霖 

       6D 
       陳焯烯 陳樂兒 陳心悅 陳思熒 陳語涵 鄭天樂 趙梓穎 周梓誠 

蔡俊彥 馮顯舜 何曉琳 葉俊榮 林俊熙 李卓達 李康媛 李子昊 
廖亦銘 李婉婷 吳卓霖 吳欣儀 蘇嘉樂 孫珮嘉 曾雄杰 謝鎮翹 
黃希燑 吳  曦 張建楠 

     6E 
       鄭汶淇 張燿錩 周凱恩 鍾  樂 鍾善堯 戴殷琳 馮莃瑜 黃靖博 

許愷晴 劉紫晴 羅浚浩 李茵蕎 梁庭甄 李天浩 李諭仲 劉心睿 
伍紫瑜 潘景陶 蘇柏曦 孫銘謙 鄧棨陽 黃子東 黃紫柔 葉椲鍵 
莊佳煜 鄭鈞鴻 曾司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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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柬 
  謹訂於主降二０一九年七月七日（下主日）下午八時正在  
九龍油麻地加士居道四十號本會九龍堂舉行按立  

總議會宣教師  張苑心女士  趙秀娟女士 為會吏  暨按立  

會吏李英偉先生為牧師典禮  

   恭請  

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李思敬牧師證道  

   敬候  

光臨同頌  上主鴻恩  

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會長 林崇智敬約 暨 全體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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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循道衞理宗華人教會聯會  

第九屆青年領袖大會  

世界循道衞理宗華人教會聯會屬下宗教教育委員會為匯聚不同地區

之本宗華人青年領袖，促進彼此交流、分享及學習，由 1998 年起分別於

西馬、台灣、新加坡、香港及東馬舉辦青年領袖大會，已歷八屆。本會

有幸於 2019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1 日（禮拜四至一）假香港中華基督教

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承辦以「Ekklesia」為題之第九屆青年領袖大會。 

大會主題為「EKKLESIA」（希臘文作︰「教會」），鼓勵循道衞理青

年領袖們響應耶穌要建立 EKKLESIA 的宣告，參與使列國成為門徒之流

動群眾運動，打破地域或組織界限，一同經歷、堅固耶穌所宣講之教會！

大會透過敬拜、主題信息、培靈會、工作坊、社區遊蹤、營地定向、文

化之夜及小組分享等活動，幫助參加者檢視自己與上帝及教會之關係、

了解教會之使命、認識會祖衞斯理約翰及本宗傳統，從而憑信心發揮恩

賜，成為社會上屬靈領袖，尋索並回應上帝在他們生命中之呼召。 

是次香港區預算支出約港幣$510,000（包括香港區參加者及工作人員

費用、營前聚會及接待外賓等），而香港區參加者收費約共港幣$100,000

（130 位青少年參加，每位收費$880，如有需要則提供額外$300 之資助）。

前經常務委員會會議議決，為鼓勵本會之青年領袖積極參加，請各堂會

盡力奉獻支持是次青年大會香港區之不敷費用約港幣$300,000。 

本屆香港區參加者及工作人員逾 130 人，另有 181 位來自沙巴、西

馬、台灣、新加坡、砂拉越和澳洲之海外青少年及宣教同工，亟盼主內

同道除以奉獻支持外，亦以禱告繼續支持大會，使每一位青少年蒙主祝

福，為主所用！ 

歡迎追蹤大會社交媒體專頁，了解最新資訊！ 

FB/IG: wfcmcyoungleader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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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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小學畢業生主日 〈主日/節期〉 7/7 香港主日暨聖餐 

你需要完全變態 〈主題〉 突破人生 擴張境界 

約翰福音 3:1-21 〈經文〉 

歷代志上4:9-10、 

路加福音10:1-11, 16-20、 

加拉太書6:1-6 

王華山宣教師 〈講員〉 呂宇俊傳道 

吳達明義務教士 〈主席〉 徐寶輝 

小六畢業生代表 〈讀經〉 温梓翹 

林敏怡 〈司琴〉 黎愷晴 

敬拜隊 〈敬拜〉 主  席 

何慧儀(組長)、蔡峰勝、許海珍、 

鄭金勝、劉愉英、楊炳成、歐素貞。 
〈領導團〉 

鄺惠冰(組長)、吳達明、鄭耀雄、 

徐麗霞、陸樹德、陳淑貞。 

李秀燕 〈開心組〉 --- 

 〈兒童區幼班〉 余碧芬、吳  娟 

各級長 〈兒童區初班〉 劉美荊、池敏嬋 

 〈兒童區高班〉 麥靜嫻、胡志榮 

以利亞組 〈祈禱閣〉 以斯帖組 

羅卓賢 〈投影片製作及播放〉 黃志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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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