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大 埔 堂 

2019 年 7 月 28 日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 第 30 期 

主啊，求你教導我們禱告       余恩明牧師 

近這個多月，參加或主持了不少祈禱會，參加的會眾，都比平日為
多。從各人的眼神和祈禱服侍中，感受到他們渴想透過祈禱，得着心靈
的安慰、生活的指引，並前行的動力。今週經課的福音書，正是主耶穌
的門徒求教於他該如何禱告。 

相對於馬太福音，路加福音的記載比較簡潔，表達天父與兒女的關
係，並兒女向天父祈禱的內涵和意義，當中包括： 

（一）身分的確認 
路加福音的主禱文，由稱呼「父啊」作為開始，一個直接了當卻是

充滿親切情感的呼喚。這個呼喚，有着當時社會文化的影響，就是兒女
若沒有父親的保護，根本沒法生存。今天，當我們開始禱告的時候，稱
呼上帝為天父，可以肯定是一個無依無靠、全然信靠的身分確認。 

（二）信念的認信 
中文聖經的譯法「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往往予人一種上帝的名還

未被尊為聖的感覺。NRSV 的「hallowed be your name」，直譯是「被尊為
聖的是你的名」是一個更肯定的宣告。我們每次如此禱告，確信上帝是
超乎萬物，受人所尊崇的一位。而「願天父的國降臨」，不單是末世的事，
也是今天的事，上帝的國已經降臨（already），但不是全部分而已（not 
yet）。我們祈求「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凸顯了天父持續的供應，
不單在今天而是天天，我們實在不需要為明天而憂慮。「赦免我們的罪」
和「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表達出耶穌基督的跟從者，不單着緊
於與上帝的關係，也敏感於和別人的關係。 

（三）信仰的力量 
確立身分和信念之後，耶穌用上了不少的篇幅，反覆演繹「祈求就

必得着」的比喻，具體地說明禱告者與天父上帝的關係。當我們不害羞、
不懼怕、迫切地向天父祈求，他一定會垂聽我們的禱告，這是一個何等
大的應許。當然，這個祈求必須以上帝的主權和旨意為先，而不是以人
的需要和期盼為中心。 

當我們意識到自己是來到一位怎樣的上帝面前，及我們與他的關係
時，主耶穌便教我們禱告應有的方向及優先次序。在這紛亂的時代，讓
我們在不懂如何禱告的時候，仍然能透過「主禱文」，重新確認我們的身
分，認信我們的信念，並從禱告中，得着能力，渡過每一個艱難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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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鳳嫻姊妹 司琴：司徒廷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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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篇7,9節 --------------------  眾 坐 

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得見你的慈愛， 

又將你的救恩賜給我們。 

他的救恩誠然與敬畏他的人相近，使榮耀住在我們的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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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神真偉大》《僕人之歌》《連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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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及IG組員可隨導師前往分組活動 

讀  經 -----------------------------------------------------  鄭耀雄弟兄 

何西亞書 1:2-10、約翰福音 15:1-11、歌羅西書 2:6-15 

講  道 ------ 講題：「連於主修剪結果子的生命」------ 游偉業博士 

回 應 詩 ----------------------《更新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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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華循服務分享短片 ---------------------------------------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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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神真偉大》 

尊貴榮耀君王，在全地之上，願萬民都喜樂，全地都喜樂， 

主你滿有榮光，黑暗都躲藏，萬民高聲唱，齊來高聲唱。 
 
昔在永在君王，從今直到永遠，你從不曾改變，永存在天地間， 
你是三一真神，父子與聖靈，真神的羔羊，全能神羔羊。 
 
副歌︰我神，真偉大，歌頌你聖名， 
      真偉大，全地都看見，我神，真偉大。 
 
過門︰你至聖尊名，配受大讚美，全心歌頌，我神，真偉大。 

 
《僕人之歌》  

他沒有佳容美貌，常受痛苦也經憂患， 
如羊被牽宰殺之地，卻照樣不開口，被藐視，責罰與鞭打。 
 
他是個忠誠義僕 ，從未叫苦也不爭辯 ， 
誠然擔當了我的罪，信靠便可稱義，十架是勝利的冠冕。   
 
你是猶大的獅子，你是純全的羔羊， 
君尊至高，受苦之主，誰可測透。  
你是榮耀的基督，自降卑微的救主， 

在這恩典路徑，唱僕人之歌。 
 

《連於你》 

要常在你裡面，要常在你裡面，凡有耳可聽，便應當承認， 
你常在我裡面，我要常在你裡面，凡有耳可聽，便快快的聽。 
 
離不了你，我是枝子，你是葡萄樹， 
連於你，在你恩手那有難成事， 
願你修剪，我頑逆的枝節，清洗我，最深的不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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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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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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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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詩  

《更新我心》 
主，更新我心，用你愛澆灌我靈，  
讓我能每天讚美你名，再令我更新得復興。  
 
求主聽我禱告，用你話語引導我心，  
讓我體恤你心意，賜我力量跨勝，  
沒有你愛不能改變。  
 
求你引領我的生命，我軟弱無力跨過，  
但你應許扶助我，保護我，  
在沙漠裡你為我開江河！  
 
饒恕我過去的過犯，再讓你話語藏於我心裡，  
讓軟弱的手變為堅壯，  
我當剛強，從新得力，再來你面前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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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服務部懇切呼籲 
繼續支援四川地震災後心靈重建為「四川華循」收集奉獻 

及參加「愛心天使長青計劃」、「點滴祝福行動」 

  本會於二００八年參與四川汶川大地震之賑災工作，及後在都江堰
市成立「華循社會工作服務中心」（華循）推展災後社區重建工作，迄今
已超過十個年頭。華循之工作得到當地政府肯定，現分別於壹街區及銀
杏街道開辦社會工作服務及社區日間長者養老中心，為當地居民、特別
是孤寡長者及弱勢家庭提供多項關懷專項服務。 

  華循是一所非政府津助之機構，多年來得蒙本會各堂弟兄姊妹關心
，不但以禱告及捐款支持，更親自前往參與義工服務，給予同工及服務
使用者無限鼓舞。有見都江堰弱勢長者之需要愈來愈大，華循於二０一
八年推行川港兩地之「愛心天使長青計劃」，鼓勵各堂弟兄姊妹成為華
循「愛心天使」，參加單位認獻，只需一年內每月定額捐款港幣 500 元
，即可扶養當地一位弱勢長者之晚年生活，支持他們重新走進社區，安
享晚年。今年華循亦特別推行「點滴祝福行動」，鼓勵各堂弟兄姊妹作
一次性之捐款，為「愛心天使長青計劃」之弱勢長者送上生活必需品（
包括：大米、牛奶、衣服、拐杖等），改善他們年老不便之生活。深信
得到各堂弟兄姊妹的慷慨支持，能讓弱勢長者免於憂慮、貧窮及飢餓。
有關詳情可參閱夾附於崇拜週刊內之特刊。 

  祈請本會弟兄姊妹繼續關心災後困難重重的四川同胞，慷慨解囊，
讓災民們藉教會的服務，能感受到上帝的慈愛，讓上主的恩典臨到四川
並祝福災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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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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人，兒童 70 人。獻金總額：$30,189.00。 

3 本主日承蒙游偉業博士蒞臨證道，本堂仝人深表謝忱。 

4 本堂教友洪向南弟兄於 7 月 11 日安息主懷。現定於 8 月 2 日(五) 晚上
七時半於九龍紅磡萬國殯儀館三樓慈恩堂舉行追思會。翌日 8月 3日(六)

早上 9 時正舉行安息禮及隨即出殯往柴灣哥連臣角火葬場舉行火化
禮。求主安慰主家親屬。 

5 成人區月會將於 8 月 24 日(星期六)晚上 7:30-10:00 於幼稚園 A 翼禮堂
舉行，主題：見證分享會。內容：愛筵、詩歌及分享，歡迎參加，自備
餐具。敬請預留時間出席，並領親友赴會。敬請預留時間出席，並領親

友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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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兩校於暑假期間進行的各項維修工程代禱，求主保守工程順利，工
友平安，弟兄姊妹有配合的心。 

2. 為暑假期間外遊的弟兄姊妹祈禱，感謝上主讓弟兄姊妹在忙碌的生活
後能有外遊的時間，讓弟兄姊妹止息勞累，也使他們能增廣見聞，與
家人朋友共渡美好的時光。 

3. 為我們的堂主任鍾鳳霞牧師祈禱，求主繼續賜福給她，使她能在新堂
會的事奉上能儘快適應。又求主繼續保守我們未來的張國良牧師，讓
他帶領大埔堂發展，使大埔堂成為更合主心意的教會，在大埔區服事
坊眾，認識耶穌。 

4. 為本堂的暑期活動祈禱，本堂以家長、中小學生及幼兒的暑期活動正
在進行，求主祝福當中事奉人員並參加者，使他們能在炎熱的暑假中
能回到教會中進行不同的活動，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經歷主耶穌的愛，
在恩典中成長，認識更多新朋友之餘，也認識上帝。 

5. 讓我們繼續為香港祈禱，上主日在元朗發生多人暴力事件，有無辜居
民及途人受襲，多人受傷送院。求主醫治傷者，並求主請當局認真徹
查事件真相，輯拿兇徒歸案。又求主安慰受傷者的家人，及因觀看現
場片段而受驚的民眾；求主看顧，求主垂憐，求主同在。 

6. 為英國新任的新首相祈禱，求主賜他智慧，使他能夠在英國現在所面
對的問題，特別是脫歐的問題上有妥善方案，使歐洲局勢漸趨穩定，
求主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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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膝寶座前——循道衞理會全教會祈禱會」（四） 

「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節錄自馬太福音 6:13） 

  今天教會面對時代急劇的轉變，挑戰很大，發展的需要很殷切。我

們深深感到要建立一個全教會性的祈禱會，讓各堂的牧者和弟兄姊妹可

以聚集在一起，透過同心禱告來服侍和祝福教會。為教會眾牧者，各項 

事工的推展，領受到的遠象，面臨的機遇和困難，在禱告裏帶到施恩寶

座前，祈求掌管萬事的主施恩、扶助、賜福和引導。 

「屈膝寶座前——循道衞理會全教會祈禱會」（四）今日舉行，詳情如下： 

日期：2019 年 7 月 28 日（今日） 

時間：下午 3:00-4:30 

地點：本會安素堂（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4 號） 

內容：１．同來敬拜，尋求主面 

２．同心祈禱，仰望上主 

（為牧者、總議會層面事工、為本會在社會

的服侍和見證及現時香港社會的困境祈禱） 

３．同領聖餐，領受祝福 

同工和弟兄姊妹，懇切地邀請你們來，讓我們一起屈膝在上主寶座

前，尋求主的面，使我們與上主一起同工，參與祂在本會和社會中正進

行的工作，將榮耀歸給主。 

會長：林崇智 

~~~~~~~~~~~~~~~~~~~~~~~~~~~~~~~~~~~~~~~~~~~~~~~ 
本會宣教牧養委員會屬下 聖樂事工執行委員會主辦 

Sing友營 2019 ON THE ROCK 

♬♪感恩讚美會及愛筵♪♬ 

為培養少年人對聖樂之興趣，發掘並造就未來聖樂事奉人員接班人，本

執行委員會訂於 8 月 15-18 日舉行 Sing 友營，並於 8 月 18 日下午舉行

感恩讚美會及愛筵，盼望將少年人訓練之成果與眾弟兄姊妹分享，以音

樂讚美上帝。現誠邀你出席，給予少年人真摯的鼓勵，詳情如下— 

日 期：2019 年 8 月 18 日（主日） 
時 間：下午 4 時 
地 點：本會香港堂正堂（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6 號） 
費   用：全免 
內   容：Sing 友營參加者獻唱及愛筵等 
查   詢：請致電 3725 4532 聯絡總議會辦事處李栢怡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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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社會服務部「社會事務關注小組」 

就「721 元朗發生結黨襲擊市民」的聲明 
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引起持續的社會矛盾， 7 月 21

日晚上，更有大批持武器「白衣人」於元朗襲擊市民，市民報

警求助無援，結果惡勢力橫行，導致數十名市民受傷，就此我

們：  

1.  要求警方儘快將施暴者繩之於法；  

2.  要求警方儘快向公眾交代，並確保以公平態度肩負起保護市

民、維護法紀的責任，挽回市民的信心；  

3.  對受傷者表達深切慰問，祈求他們早日康復，對於受事件影

響而身心靈受創者，祈求上主施恩安慰；  

4.  對於特區政府因遲遲未能有效回應市民訴求而引起社會撕

裂到無法控制的地步感到既憂慮又憤慨，要求特區政府儘快

對社會各界的訴求和建議作出具體而有效的回應，以平息各

方紛爭，藉此修補社會撕裂情況，使香港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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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立堂區牧師典禮 

謹訂於主降二０一九年八月十八日（主日）下午三時正在 九龍窩打老

道五十四號本會安素堂舉行按立堂區會吏李國強先生為堂區牧師典禮 

  恭請 

突破機構創辦人  

蔡元雲醫生證道 

  敬候 

光臨同頌 上主鴻恩 

 

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總議會暨觀塘堂全體同人
 

敬約 

～～～～～～～～～～～～～～～～～～～～～～～～～～～～～ 

註：本會各堂所聘請之堂區宣教師，依照本會〈堂區宣教師附則〉之規

定，可轉任總議會宣教師或堂區會吏，堂區會吏亦可依章轉任總議

會會吏或堂區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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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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 〈主日/節期〉 4/8 聖靈降臨後第八主日暨聖餐 

連於主修剪結果子的生命 〈主題〉 穿上新人 生命更新 

何西亞書1:2-10、 

約翰福音15:1-11、 

歌羅西書2:6-15 

〈經文〉 

何西亞書11:1-11、 

路加福音12:13-21、 

歌羅西書3:1-11 

游偉業博士 〈講員〉 李鼎新牧師 

麥鳳嫻 〈主席〉 黃燕佳 

鄭耀雄 〈讀經〉 林寶琪 

司徒廷峰 〈司琴〉 袁凱琪 

敬拜隊 〈敬拜〉 主  席 

羅卓賢(組長)、黃志恒、袁凱琪、 

莫煦頤、邱寳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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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樂婷、馮小碧 〈兒童區幼班〉 余碧芬、吳  娟 

陳慧婷、許海珍 〈兒童區初班〉 劉美荊、池敏嬋 

朱麗珍、鍾淑儀 〈兒童區高班〉 麥靜嫻、胡志榮 

約書亞組 〈祈禱閣〉 多加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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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健文、區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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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健文、區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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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