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大 埔 堂 

2019 年 8 月 25 日              差傳主日                  第 34 期 

佳美的腳蹤            黃惠嫦牧師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

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馬書 10:15） 

  我們能夠參與宣教工作，不是因為自身能力過人，卻是來自一份「感

召」，正如保羅自從與耶穌相遇後，生命改變了，感召也油然而生，漸漸地

踏上往外宣教的路程。感召乃源於上帝放在我們心靈內一份意願，建基在與

基督連接的關係上，因而願意跟隨主，願意以基督的召命為自己的召命，願

意一生受主的差遣，不是一刻的喜愛和三分鐘的熱誠，而是一生的意願，願

意與人分享信仰，分享基督的福音。 

  回顧中外教會過去的發展，若不是因着受感召的信徒走出去，福音如何

能傳遍各地？他們因感主的愛，甘願放下自我，樂意承擔使命。還記得來自

英國本宗的俾士牧師嗎？還有先後來華傳道的馬禮遜和戴德生、到緬甸的耶

德遜、非洲之父李文斯頓……。他們不惜放下原有的工作和親友，離開本鄉

去到不同文化的地區，為了向那裏的人傳道，以基督的愛服侍他們。無論是

有名的或是無名的傳道者，他們回應了基督的託付，接受了差遣，在人生中

展現佳美的腳蹤和奇妙的宣教旅程。 

  一個健康的教會，是樂意奉差遣及以任何形式參與宣教；而到海外宣

教，是一個實踐將基督福音帶到那些更遠和未得福音之民的途徑。雖然不是

每一位信徒都會感召到海外去傳道，但每一位信徒都是被召作基督的僕人，

與基督同負祭司之職。除了成為宣教士外，你也可以成為宣教士的代禱者、

成為關懷宣教士的支援者、成為差遣教會的海外宣教推動者。如果你從來未

試過了解甚麼是跨文化宣教，為基督的緣故，你願意嘗試踏出一步，在一生

中最少參加一次海外短宣學習，藉此了解和體驗甚麼是跨文化的宣教，以及

細察基督在你生命中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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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婉嫻姊妹 司琴：袁凱琪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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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篇1-2節 ---------------------  眾 坐 

耶和華啊，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 

求你憑你的公義搭救我，救拔我；側耳聽我，拯救我！ 

敬 拜 詩 ------------《進到你的殿》《你是配得》-----------  眾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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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及暑期學堂組員可隨導師前往分組活動 

讀  經 -----------------------------------------------------  陳淑貞姊妹 

耶利米書 1:4-10、路加福音 13:10-17、希伯來書 12:18-29 

講  道 ------- 講題：「憐憫勝於律法」 --------  吳達明義務教士 

回 應 詩 --------------------《燃獻生命祭》-------------------  眾 立 

奉  獻 ----------------------《獻禮文》-----------------------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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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發「挑戰視野」課程證書 -----------------------------------  眾 坐 

馮小碧 嚴叶荷 徐寶輝 李嘉齡 陳美華 蔡寶蓮 余明思 

黃煒霖 林澤琛 鍾采澄 劉天皿 曾凱琪 吳澤雯 李麗雯 

家事分享 -------------------------------------------------- 吳達明義務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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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到你的殿》 

進到你的殿，在你寶座前，被你聖潔吸引，你愛已融化我的心。 

我願意聽話，順服你心意，被你愛我，你得到我， 

完全屬你，你擁有我。 
 
如今我身心都歸你，我心思意念，全為你敞開，完全被你收起。 

藏身你安穩的雙臂，求更新觸摸我，我心我靈，完全奉獻給你。 
 

《你是配得》  

來到天父寶座前，頌讚榮美永活恩主， 

來到天父寶座前，神配高舉敬拜。 
 
你配稱讚，稱讚，配受萬族同慶賀， 

你配稱讚，稱讚，當歡呼敬拜， 

聖潔尊貴，歸你，要仰望在榮光中， 

聖潔尊貴，歸你，全地每顆心也歸你。 
 
要高舉歡呼，萬族都歸祢，都歸於我主， 

要歡欣舉手，萬物皆俯拜，主國度來臨。 
 

 回應詩  

《燃獻生命祭》 

屬世的衝擊每天張羅迷惑，從世俗裡面偷取信徒心， 
玷污那屬你恩約子女，環望世界已被那慾念擴張。 
 
願眾心儆醒以心相連維繫，神要在這地興起信徒心， 
收取那屬你天國莊稼，來吧背上十架燃燒我心。 
 
就讓我這一生，為基督甘願擺上，來成就你付託心意使命， 
願你以火澆奠使我誇勝，去我心卑污重燃馨香生命祭。 
 
就讓我這一生，為主不捨亦不棄，誠然讓你用愛譜上盼望， 
願眾生得見主永恆真愛，以你作依歸全然將身心奉獻。 

~~~~~~~~~~~~~~~~~~~~~~~~~~~~~~~~~~~~~~~~~ 
        為環保出一分力 
   本堂將試推行電子化周刊                請掃一掃 
        QR Code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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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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人，兒童 41 人。獻金總額：$30,650.40。 

3 因兩校工程仍在進行，故成人區月會將延至 9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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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周冠宗神學生在本堂實習至 8月26日，願主繼續祝福並帶領他的前程。 

5 本堂王華山宣教師於 8 月 26-30 日放年假，弟兄姊妹若有需要，可聯

絡其他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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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世界宣教祈禱，為世界上還未聽聞福音的地方祈禱，求主差遣祂的

宣教士，到地球上每一個角落，讓他們有機會認識福音，得著救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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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預備新學年的幼稚園、小學、中學和大專同學和他們的家長祈禱，

求主賜給他們智慧，使預備新學年有健康的身體，迎接學校生活和學

習知識。 

4. 讓我們繼續為香港祈禱，為回應香港政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多

區各處仍有大少不同的遊行和集會，亦有人受傷及機構設施之損壞，

多人受傷並被拘捕。求主醫治傷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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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巴西亞馬遜雨林多處發生山火，求主憐憫當地的居物及其他動植物，

讓山火盡快撲熄，重建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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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9 教會大旅行 

  海下灣海洋保護區、北潭涌西壩風景區、 

九龍寨城公園一日遊 
   

出發日期:   2019 年 10 月 1 日 (星期二、公眾假期) 

集合時間:  上午 08:45 (敬請準時，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  大埔循道衞理幼稚園 (新界大埔富亨邨亨翠樓地下)   

費    用:  每位$ 160  (大小同價)   

費用包括:  乘坐旅遊車、旅遊平安保險、午膳、抽獎 

備    註:  凡手抱 2歲以下 BB收費$80元 (2歲要購成人票)            

~~請向小組組長 或 於接待處報名 ~~ 
名額 120人(額滿即止)，截止報名日期為 9月 8日止 

 行程概要 :  
0845-0900 集合於大埔循道衞理幼稚園  

0900-1000 乘車往海下灣海洋保護區 (代辦禁區紙、先到先得) 
1000-1100 海下灣海洋保護區 (代辦禁區紙、先到先得) 

在這珍貴的大自然海洋保護區內，你有機會看到海星、珊
瑚、海馬、海參及其他珍貴的海洋生物，從而了解大自然生
態及保護海洋知識 

1100-1130 乘車往北潭涌西壩風景區 
1130-1300 北潭涌西壩風景區 

數十年來列為禁區之香港絕色風景區 : 【北潭涌萬宜西壩
風景區】， 遠眺觀水亭、西壩亭、調水站 

1300-1330 乘車往九龍灣 
1330-1430 享用粵菜餐 
1430-1500 乘車往九龍寨城公園 
1500-1545 九龍寨城公園 **享用粵菜專用行程** 

園內設計以清初江南園林為模式， 分為八個景區，包括: 
衙府緬昔、南門懷古、邀山樓、棋壇比奕遊奕園、童樂苑、
八徑異趣、歸璧半亭、廣蔭庭 

1545-1700 乘車返回集合點解散 

**行程先後次序以當日交通情況及領隊為準 ** 
雞茸栗米湯 菠羅咕嚕肉 貴妃雞 

肉崧蒸水蛋 魚香炆茄子 白汁石班塊 

北菇紅燒豆腐 蒜茸炒時菜 絲苗白飯 
** 以上餐單只供參考，一切餐單內容應按當日安排為實！** 



6 

 

青成主日學 

「吾王萬歲」課程 

  大衛、所羅門、希西家、約西亞、亞哈、耶戶、約雅斤....這些在以色

列史上曾經名噪一時的君王，如果生於此時此地，會編寫一個怎樣的香

港故事？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習到什麼？ 

日 期：9 月 22、29、10 月 13、20、27 日，共 5 次 

導 師：黃永輝義務教士（本會香港堂會友） 

報 名︰請到接待處報名 (9月15日截止) 

時 間︰上午 11:45-下午 13:15 
~~~~~~~~~~~~~~~~~~~~~~~~~~~~~~~~~~~~~~~~~ 

大埔堂 金齡牧區第二擊 

更改地方和日期 

由於現時香港的特殊情況，早前計劃於 9 月 19~21 日往國內三天之旅更

改以下日期和地點，不便之處，懇請見諒。 

地點：宜蘭、金車威士忌酒廠、台北四天遊 

日期：9 月 19~22 日（4 天） 

截止報名：8 月 28 日（三）或之前（簽證需時） 

費用：團費    $1488 

      稅項    $ 727 

      服務費  $ 440 

      保險    $ 228（已有旅遊保險不用購買，但報名時要出示證明) 

（用恒生卡付團費每位減 50，買保險 85 折，有長者卡每位減 50) 

*報名及查詢，請聯絡金齡牧區區長 吳達明弟兄 或 陸樹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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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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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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海外宣教委員會  二０一九年差傳主日  

1. 本年度出版一本三十天祈禱冊子《祈秒之旅——這旅因你得福》，邀

請你參與三十天之祈禱操練，為自己、為教會、為在海外服侍之外

派差遣員祈禱。在禱告中尋求上帝之心意，並且在靈裏彼此同行。

大家亦可輸入 

網址 http://bit.do/e5aRz 或掃描 QR code 

下載祈禱小冊子。 

2. 請記念本會海外宣教事工之推動，宣教學習團之籌劃及增聘同工。 

3. 請記念本會首屆印尼宣教學習團將於今年九月七日出發，前往印尼

不同小島學習，求主保守團隊及行程。 

4. 請記念及奉獻支持本會本年度海外宣教經費，包括事工經費預算三

十六萬八千元及支持外派差遣員費用七十三萬五千元（樂意奉獻者

可使用本會差傳主日捐封奉獻）。 

~~~~~~~~~~~~~~~~~~~~~~~~~~~~~~~~~~~~~~~~~ 
本會在元朗洪水橋宣教工作的新階段即將開始了，請弟兄姊妹快來參加： 

「西北的呼喚 心靈的觸動」洪水橋宣教遠象祈禱會(五)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馬

太福音 7:7）感謝天父在洪水橋宣教事工上一直引領和開路。往後每季的

祈禱會，我們都會在洪水橋一所由基督徒開辦的「晶晶中英文幼稚園」

舉行，並嘗試於今年九月後在該校開始一些具體的家長和兒童宣教工

作，我們也正在籌劃在區内開設佈道所。 

我們很需要你一起來禱告和參與教會在新界西北洪水橋的宣教工

作。現將第五次祈禱會之詳情臚列如下—— 

日期：2019 年 8 月 25 日（主日） 

時間：下午 3:00-5:00 

地點：晶晶中英文幼稚園 

（元朗洪水橋丹桂村路 1 號麗虹花園 4-5＆10-12 號地下樓） 

內容：敬拜（安素堂），介紹成立佈道所的計劃及未來兩年在「晶晶」的

宣教工作，行區祈禱及匯報分享。 

交通：建議乘搭西鐵至天水圍站：轉乘 3 號月台去友愛 751 輕鐵，至洪

水橋站下車 

* 2:15至3:15有天水圍堂弟兄姊妹在洪水橋輕鐵站指引與會者步行約

五分鐘至聚會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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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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差傳主日 〈主日/節期〉 1/9 聖靈降臨後第十二主日暨聖餐 

憐憫勝於律法 〈主題〉 關顧貧窮 行善分享 

耶利米書1:4-10、 

路加福音13:10-17、 

希伯來書12:18-29 

〈經文〉 

耶利米書2:4-13、 

路加福音14:1,7-14、 

希伯來書13:1-8,15-16 

吳達明義務教士 〈講員〉 張國良牧師 

林婉嫻 〈主席〉 趙惠儀 

陳淑貞 〈讀經〉 黎愷晴 

袁凱琪 〈司琴〉 司徒廷峰 

主  席 〈敬拜〉 主  席 

羅卓賢(組長)、黃志恒、袁凱琪、 

莫煦頤、邱寳麗、林敏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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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組 〈祈禱閣〉 喜樂組 

黎家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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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