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大 埔 堂 

2019 年 9 月 15 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四主日  第 37 期 

矜憫為懷             鄧其偉會吏 

路加福音十五章失羊、失錢兩個比喻的重複讑句是「一同歡喜吧」
(v6,9)和「一個罪人悔改……為他歡喜」(v7,10)，清晰地道出慈愛的上帝
為罪人悔改而大為歡喜。耶穌連說幾個關乎失去的比喻，是因許多受歧
視的「罪人」來聽耶穌講道，法利賽人和文士卻竊竊私語地批評耶穌「接
納罪人，又同他們吃飯。」（路15:1-2） 

耶穌為此作出回應，給眾人知道他接納罪人正是彰顯了天國的臨
在，表明赦免恩典是為所有人預備，悔改回轉者能得嘗天國的筵席。提
醒當時自以為義的人要改變厭棄罪人的態度，上帝對拯救失喪者的態度
是「一同歡喜」，自義批評耶穌者的態度並不符合上帝的心意，接受耶穌
邀請進入天國筵席的人，要為悔改蒙上帝恩赦的人一同歡喜快樂。 

我們今天應從比喻中體會和學習到： 

1. 一罪人悔改蒙恩，要分享上帝喜悅大大歡慶； 

2. 失喪者需人尋找，上帝主動努力尋找失喪者； 

3. 無論找到多少失喪者，不感足夠而停止尋找。 

有牧者表示今日的香港人，如顛沛流離無牧的羊，被欺凌、受騷擾、
孤苦無依、困惑無助。耶穌揭示關懷人的上帝，不是看數字效益，低微
弱勢的都會看重，主動去尋找他們，既不是有條件地尋找，更不是被動
地等人變好來接近他。對我們來說，我們真的關心尋找失喪和微小的人
嗎？還是我們不願看和接納有需要的「罪人」，成為在上帝家內失喪的自
義者。 

耶穌的比喻斥責宗教領袖沒盡責尋找失喪者，內中描述牧人「去找
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路 15:4），更叫人進而聯想到以西結書 34 章相
似的喻象，先知指斥身為牧人的統治者殘民自肥，不牧養如羊羣的百姓，
「卻用暴力嚴嚴地轄制牠們」，令牠們「成為一切野獸的食物。」（結 34:2-8） 

上帝應許會親自尋找和牧養羣羊，救其子民脫離統治者的口，「失喪
的，我必尋找；被逐的，我必領回；受傷的，我必包紮；有病的，我必
醫治；…秉公牧養牠們。」使牠們躺臥在安全之地（結 34:9-16）。耶穌
宣告了他是應驗先知的期待，代表上帝來尋找失羊的好牧人，他關心百
姓的需要，為他們共同的利益作出犧牲，使無論強弱富窮，都可以在生
活中共享資源同得益處，得着豐盛的生命。 

上帝會在這躁動混亂的香港邀請我們一起尋找失喪的人。我們看到
羊在哪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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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敏怡姊妹 司琴：黎愷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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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篇2節 ------------------ 眾 坐 
耶和華從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沒有， 

有尋求上帝的沒有。 

敬 拜 詩 ----------《讓我親近你》《你真光》------------ 眾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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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 羅卓賢弟兄 

耶利米書 4:11-12,22-28、路加福音 15:1-10、提摩太前書 1:12-17 

講  道 --------- 講題：「失喪與尋回」------- 黃祖權義務教士 

回 應 詩 ------------------《你是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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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眾 立 

北角衞理堂重建計劃 --------------------------------- 陳美怡姊妹 

家事分享 ------------------------------------------------ 張國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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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親近你》  

渴望能遇見你，渴望能親近你，寧靜裡我心渴求能遇見主。 

放下疑慮並重擔，放下纏累的思緒，求能在這刻清心仰望你。 
 
今天心中渴望聽到你呼喚我，微小的聲音引導著前路， 

今天心中渴望感到你圍著我，在你愛內被懷抱。 
 
讓我親近你，讓我親近你，讓身心的每一處都呼叫主； 

讓我親近你，讓我親近你，期望滿足心裡的渴望，恩主親近我。 
 

《你真光》  

你真光，發出將世間光照，照遍了世上人。 

你應許，你的愛從沒改變，滿有信實憐憫。 

你謙卑，降生將世間拯救，以愛接待罪人。 

你犧牲，從死裡復活得勝，永遠得勝罪惡黑暗。 
 

凡在我裡面的 我要讚頌你，唯獨你配受稱讚。 

凡在我裡面的 我要讚頌你，榮耀你聖名  到永遠。 

 回應詩  

《你是我神》  

請開我眼打開我心，明白你有多麼深愛我， 

請釋放我去我纏累，能讓我再有力榮耀你。 

請改變我謙卑我心，明白我有多麼需要你， 

心緊靠你進你懷內，容讓我永貼近隨著你。 
 

你為我釘身受死，抹去我的污穢，你是我神是我王我心欣慰， 

我為你張開我口，向世界高聲唱，竭力讚揚願永傳你大愛。 

我為你舉起兩手，永遠高舉你，讚頌我神頌我王我心所愛。 

我為你傾出我心，撇棄世間貪愛，放下軟弱願獻呈作活祭。 

你是我神，你是我王到永遠，永頌我神，竭力讚揚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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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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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人，兒童 49 人。獻金總額：$28,271.00。 

3 今主日承蒙本會香港堂黃祖權義務教士蒞臨證道，本堂仝人深表謝忱。

亦歡迎北角衛理堂的團隊蒞臨分享重建之需要與進展。 

4 堂區議會：訂於 9 月 15 日(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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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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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牧區內兩所學校禱告。新學年已開課兩週，求主讓新生適應校園

生活，家長得見孩子的成長。賜福老師得著教導的恩賜，加力予學生

在新學年除了學習智識，更要發展不同技能與能力，認識創造天地之

上帝。 

2. 為同工團隊代禱。感謝祢帶領你的僕人來到大埔堂，配合不同的恩賜

來施行上主的牧養的職份。求主讓同工與信徒彼此牧養，好叫教會得

以成長，弟兄姊妹委身策劃聖工，使上帝的國度得以彰顯，基督的大

愛藉大埔堂臨到社區。 

3. 讓我們繼續為香港祈禱。為不少中學生以人鏈活動彼此連繋，藉以表

達訴求。求主祝福學生在主裡共享平安，並能在理性行動中蒙福。求

主讓我們香港人看見上帝帶領我們邁向光明，亦持續為抗爭事件過程

中受傷的，求著主的醫治。求主看顧與垂憐。 

4. 為香港交易所有意合併倫敦證券交易所一事代禱。求主讓香港市民都

能明白過中的考慮因由，亦盼望未來的轉變和影響。求主讓香港的市

民為香港尋出路與盼望，亦禱告守望香港，行在上主祝福的路徑，享

主恩。 

5. 為英國於 10 月 31 日脫歐的大限迫在眉睫，惟英國與歐盟談判陷入困

局，步步邁向無協議硬脫歐。求主賜福和引領，帶領英國在政治上的

發展，好叫英國市民能在平安和無憂下，尋求上主的聖潔之生活，追

求永恆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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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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禮 預 備 班 
日期：10月11、18、25日、11月1、15、22、29日、12月6日 

      (逢星期五，共8堂) *12月8日崇拜後進行洗禮心事審查* 

時間：晚上8時至9時半 

地點︰大埔循道衞理幼稚園 
【凡決心準備受洗者，請先參加本期堅信禮、洗禮預備班，請向牧師登記(截止
日期︰10月6日)，另外，如教友欲參加轉會禮、兒童寄洗禮，請向牧師報名(截
止日期︰11月3日)，如有任何疑問，請向牧師查詢。】 
主耶穌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請關心未受洗的家人親友，熱心帶領他們
受洗；請未受洗的朋友認真考慮，即決心受洗歸主。 
洗禮的主要意義，是藉著洗禮歸入死，將舊人與基督同釘十字架，與祂一同埋
葬，然後藉著主復活，我們也與基督一同復活以後就與基督同活，一舉一動都
有新生的樣式（羅馬書六章）。因此，選擇聖誕節受洗，實在有著新生的意義。 
本堂定於聖誕主日(12月22日)舉行成人洗禮、兒童洗禮、轉會禮及堅信禮。洗
禮預備班由牧師及同工主理講解信仰教義及加入教會有關問題。依照本會規
定，決心信主受洗加入教會者，須先經常參加主日崇拜一般不少於一年，直到
對信仰及教會，信徒會友代表有相當認識時，然後參加洗禮班，使對信仰與教
會更有系統的認識，再經主任牧師考驗志願、信仰，及對聖經之知識等，認為
滿意後，始由牧師施洗，並接納其為本會教友。 
凡決心準備聖誕節受洗或堅信者，請先參加本期洗禮預備班。如有特別原因，
或時間限制不能參加而又決心受洗者，請即與牧師洽商，臨時要求洗禮者，恕
難接納，敬希注意。 
帶領兒童歸主，是父母的責任 
家裏有未受洗的兒女，未算全家歸主，兒女領洗，是父母的責任，兒童的洗禮，
為「寄洗」，在會眾代禱和上帝恩寵中得著赦罪，得著聖潔和屬靈的生命，本堂
兒童洗禮將於聖誕節舉行，準備帶領兒女受洗者，請向牧師或宣教同工聯絡。 
呼籲辦理轉會/轉堂申請 
教會是我們屬靈的家，大埔堂亦是每一位會友屬靈的家。家中成員得各盡其職，
照著上帝賜予各位的恩賜，彼此配搭，發展各自的功用，便能叫這個家能在「愛」
中增長，叫上帝和眾人愛‘她’的心日漸增加，結果百倍。然而你可考慮加入大
埔堂這個大家庭中，當一位「家員」，而不再是「觀察員」。願透過你我具體的
參予，一同建立起這個上帝的家。 
轉堂：凡本會成年會友（在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接受成人洗禮/堅信禮），向
牧師表達轉堂意向，經向所屬堂會查核資料，即可提交堂區議會接納。 
轉會：凡經常在本堂聚會之其他會友（已接受成人洗禮/堅信禮），向牧師表達
轉會意向並提交轉會証明及申請表格，經向所屬教會查核後，即可提交十一月
份堂區議會接納，再接受轉會禮儀。（理想參加洗禮班或由牧師約見，以確保轉
會者對本會禮儀、信仰及組織有基本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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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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截止) 

時 間︰上午 11:45-下午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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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教育主日於九月廿二日在本堂隆重舉行 

教師研討會於九月廿三日假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舉行 

  本年度本堂之學校教育主日將於九月廿二日舉行，其意義在於透過

崇拜讚美，感謝上帝帶領本會教育事工之發展，加強堂會與學校之聯繫，

呼籲從事教育工作之會友重新奉獻作更美好之見證，並鼓勵會友關注本

會之學校教育工作。該日將派發捐封，為本會屬下中、小學之福音工作

收集奉獻，以津助屬校舉辦學生團契、學校宣教活動、福音週、福音營

會及設立基督少年軍及基督女少年軍等，奉獻目標訂為港幣廿五萬元，

亟盼主內同道熱心支持。 

  又，本會為配合該主日並幫助屬校教師對其應關注之課題有更深入

之認識，謹訂於九月廿三日（禮拜一）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假五

旬節聖潔會永光堂舉行第卅五屆教師研討會，主題為「未來世界發展與

現今香港教育變革」，由本會會長林崇智牧師證道，並邀得前香港財政司

司長梁錦松先生作專題演講，懇請代禱記念。鑑於近年本會教師人數遞

增，場地座位有限，只能接待各校校監、校牧、助理校牧及屬校教師出

席，祈請見諒，並懇請代禱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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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北角衞理堂重建計劃 

籌款嘉年華 
日期：2019 年 10 月 20 日（主日）  

時間：下午 12:30 至 5:30 

地點：北角衞理小學及丹拿山循道學校（香港百福道 2A 及 4 號） 

籌款嘉年華內容豐富，節目老少咸宜，深信與會者將度過一個
愉快之下午，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１．特色美味優質午餐（用餐時間：下午 12:30 至 3:00） 

為方便及鼓勵會友在主日崇拜後，可儘快到達會
場及用膳，當日安排多款特色美味優質午餐，因
要安排食材，現預售多款美味優質午餐之餐券至
10 月 6 日止，面值分別為$100 及$150。  

ａ．$150 餐單選擇：牛扒配薯蓉或菜／滑蛋鰻魚丼／遼參

鮑汁鵝掌炆伊麵 

ｂ．$100 餐單選擇：黯然銷魂飯(叉燒煎蛋飯)／至尊十餸

湯麵(大什車仔麵)／迷你漢堡飽+腸仔菠蘿+薯條―― 以上

每款美味午餐，奉送羅宋湯一客。 

２．特色小食、遊戲及義賣攤位（時間：下午 2 至 5） 
遊戲攤位有充氣彈床、射籃球、扭氣球、地壺樂
等好玩遊戲，為鼓勵弟兄姊妹積極參與及享用攤
位設施，特設早鳥優惠，凡於 10 月 6 日或之前購
買$20 現金券 5 張，即送$20 現金贈券 1 張，多買
多送。 

３．天才表演（下午 3:00 至 4:00） 
邀請香港聯區牧師及中學生跳街舞、香港聯區中小幼學校校長 
組隊大合唱、非華語牧師齊唱普通話歌及北角衞理堂幼稚園幼 
兒園表演等。  歡迎前來欣賞及贊助天才表演籌款項目。 

４．躲避盤比賽（比賽時間：下午 1:00 至約 5:30）  

期望各堂派出最少一隊參賽（每隊 10 人）角逐冠、
亞及季軍及傑出隊員獎項，敬希會友積極奉獻支
持所屬堂會之隊伍參賽，每隊籌款金額不少於
$5,000，並可角逐最高籌款額獎項（頭三名獲新
廈之【水滴刻名紀念】）。  

鼓勵會友贊助堂會之躲避盤隊伍出賽，購買攤位券及特色美味午餐
餐券自用或送贈給出賽隊員或攤位義工使用，並廣邀親友赴會。 
【註：如活動當天中午十二時天文台懸掛或預告懸掛八號颱風信號、黑色暴雨

警告信號，活動會順延下一個主日同時同地舉行。】 

 
美食及 
好玩遊戲 

 

刺激
比賽 

精彩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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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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聖靈降臨後第十四主日 〈主日/節期〉 22/9 學校教育主日 

失喪與尋回 〈講題〉 專一仰望 為人代求 

耶利米書4:11-12,22-28、 

路加福音15:1-10、 

提摩太前書1:12-17 

〈經文〉 

耶利米書8:18-9:1、 

路加福音16:1-13、 

提摩太前書2:1-7 

黃祖權義務教士 〈講員〉 張國良牧師 

林敏怡 〈主席〉 吳達明義務教士 

羅卓賢 〈讀經〉 大埔循道衞理幼稚園老師 

黎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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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敏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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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書亞組 〈祈禱閣〉 雅各組 

邱寶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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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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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良牧師         宣教同工：王華山先生、陳潔芳姑娘    

幹 事：余明思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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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