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大 埔 堂 

2019 年 9 月 22 日            學校教育主日  第 38 期 

奉派在真理上作教師             何慧儀牧師 

今天書信的經課是保羅給提摩太有關禱告的指示（提前 2:1-7）。保
羅勸勉提摩太「首先要為人人祈求、禱告、代求、感謝；為君王和一切
在位的，也要如此。」我們常會理解這段經文的主旨是在教導我們如何
透過禱告得以過平穩寧靜的生活，並在上帝面前蒙悅納。但其實信息的
真正焦點，是上帝救贖恩典的普世性（2:4）。保羅以個人經歷（提前
1:13-16）見證基督的普世救恩，又重申基督耶穌在上帝和人之間成為中

保，獻上自己作人人的贖價（2:5-6），而保羅的角色就是奉派在信仰和
真理上作外邦人的教師（2:7）。 

保羅作為教師，他為外邦人和基督徒進行教育工作。他教導外邦人
認識真理並接受基督救恩；同時他亦教導基督徒以合宜的態度和上帝的
眼光來看待外邦人，活出真正敬畏上帝的生活見證。保羅的教育工作，
為當時和今日的信徒都帶來積極的生命意義。教宗方濟各曾說：「教育
不可能是中性的。它不是正面的，就是反面的；它不是豐富人生，就是
消耗精力；它不是助人成長，就是使人腐敗。」 

今天是學校教育主日，我們所說的當然離不開學校。學校是教育知

識之處，也是培育人格之所。教育使人擴濶知識領域，也能助人發展人
類美德，就如仁愛、誠實、忠信、尊重、承擔等。學校的使命不該是訓
練學生拼命讀書，為個人爭取好成績，或為學校爭取好聲譽。學校的使
命應該是要建立學生對真理、良知和美事的見識和判斷力，透過教授不
同學科、採用創新的教學模式，幫助學生在德、智、體、群、美、靈各
方面有均衡的成長。 

就上述的前題，對教育工作者來說，教育不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
種態度，更是一種存在的模式。教育工作者跨越自我，進入他人生命之
中，在人生旅途上陪伴同行，透過言語傳遞知識與正確價值觀，並藉着

行事為人展現其所傳授的各種知識，使學生得到信心與盼望，看見世事
的美好。 

今天我們身處紛擾撕裂的社會中，面對各樣事情的衝擊，加上教育
制度帶來的壓力，教育工作者常常疲於奔命。要培育出有正確價值觀，
有承擔感的下一代，教育工作者需要不斷反思教育的使命和本身的角
色，從基督耶穌裏祈求勇氣、信心和積極的態度來承擔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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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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為主靜，心為主開，關上手提，虔備心靈，準備崇拜。  

主席：吳達明義務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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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篇9節 --------------------- 眾 坐 
拯救我們的上帝啊，求你因你名的榮耀幫助我們！ 

為你名的緣故搭救我們，赦免我們的罪。 

敬 拜 詩 --------------------------------------------------------------- 敬拜隊 
《得勝的祈禱》 

活在你愛裡的禱告，帶來寬恕；藉著你寬恕的禱告，帶來祝福。 

你的祝福賜下恩典，我滿有盼望，在你盼望裡，我必得勝。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我真相信，奉靠主基督的名，我必得勝。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我真相信，奉靠主基督的名。  

我必得勝到永遠！ 
 

站在你國度裡宣告，你是拯救；受轄制的得到釋放，被擄的要歸主。 

瞎眼的可再度看見，瘸腿可奔走，在你國度裡，可得治癒。 

《我們呼求》 

共聚這刻渴望尋見你，心切切呼求我主。 

離開一生所有的惡行，一心單單跟我主。 
 

1) 願屬你的子民百姓，也滿有主你的心。 

回轉單單歸向主父神，全城來復興。 
 

2) 但願這家國只屬於你，盼你掌管全地。 

憐憫恩典充滿於這地，再次賜下復興。 
 

齊心的呼叫阿爸父，在這裡願同遇見主； 

你已看見也定然聽見，祈求父你恩典。 

同心一起到你跟前，全因你是榮耀救主； 

全城跪拜盼望齊興起，一起禱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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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應禱文 ----------------------------------------------------------- 眾 坐 

啟： 全能的上帝，我們感謝你，因你使我們認識你是創造萬物的主宰，

又賜我們領悟智慧和尋求知識的能力。 

應：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求主幫助我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

尋求主，認定主的心意。 

啟： 賜人知識的上帝，我們感謝你，因你引領教會開辦學校，負起培

育幼兒、兒童和青少年的工作，引領他們尋求知識，建立高尚的

人格，並且認識上帝乃人類的主宰。 

應： 求主幫助我們教會負責統籌及管理學校事工的人，能了解學校、

老師、學生和家長的需要，不斷更新學校教育的質素和發展的路

向。 

啟： 賜人智慧的上帝，我們感謝你，因你引領各校教職員在學校內一

同承擔教育的工作，不但傳授知識，更啟發學生的思考，幫助學

生培育良好德行，建立群體生活。 

應： 主，我們深知教育工作者的責任繁重，求主把作工的力量和智慧

賜予他們，又使他們能有共同的教育目標，並求慈愛的上主把關

懷學生的愛心厚厚的加給他們。 

啟： 賜人生命的主，我們感謝你，因你引領幼兒、兒童和青少年來到

我們所開辦的學校裡接受教育，他們除了尋求知識，獲取優秀的

成績外，亦從學校生活中結識同伴，建立良好的價值觀，領悟人

生的道理。 

應： 主，我們愛惜每個在成長學習中的生命，求啟迪人心的主，幫助

學生們能在求學中以認真及謙卑的心來思索，找著正途，一生行

走在當行的路上。 

啟： 憐憫人的主，我們感謝你，因你引領社會也關注失明的、聾啞的，

以及一些因身體有缺陷而未能接受普通教育的學生，為他們提供

適當的學習環境和設施。 

應： 求主賜我們體恤和關懷別人的心，以行動支持特殊教育的工作。 

啟： 拯救人類的主，我們感謝你，因你引領我們的老師得著你的救恩，

並且願意在教學中把你的救恩傳給學生。 

應： 求主幫助我們拓展學校的福音工作，關注學生心靈的成長。求主

感動學生有渴慕真道的心，認識上帝，接受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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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讀: 慈愛的天父，感謝你垂聽我們的禱告，應允我們，以聖善的靈引

領我們支持及參與教育的工作，以你的慈愛來培植年幼的心。靠

賴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阿們。 
 

兒童及IG組員可隨導師前往分組活動 

讀  經 --------------------------------- 大埔循道衞理幼稚園老師 

耶利米書8:18-9:1、路加福音16:1-13、提摩太前書2:1-7 

講  道 --------- 講題：「你的心在那裏?」--------- 張國良牧師 

回 應 詩 ----------------------------------------------------------- 敬拜隊 
《聖法蘭西斯禱文》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處播下你的愛；  
在傷痕之處播下你寬恕；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絕望之處播下你盼望；  

在幽暗之處播下你光明；在憂愁之處播下歡愉。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時我們便蒙赦免；  
在捨去時我們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時我們便進入永生。  

 
副歌：哦，主啊使我少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  

教育工作者奉獻禮 

宣 召 --------------------------------------------------------------------- 牧師宣讀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當中有教育工作者聚集在上帝面前，都是蒙主選

召擔任教育工作的。他們既樂意把自己獻給上帝，投身基督教教育事

業，我們就應當欽佩他們，支持他們，為他們禱告。求主感動他們，使

他們忠誠獻身，以敬畏上帝的心和忠實的心，盡己責任，歸榮耀與上帝。 

經 訓 --------------------------------------------------------------------- 牧師宣讀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 9:10） 

啟應文 ----------------------------------------------牧師讀啟，教育工作者讀應 

啟：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職事也有分別，主卻是一位。 

應：只有一位是我們的尊師，就是基督。 

啟：你們是與上帝同工的。 

應：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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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你們當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 

應：這事誰能當得起呢？沒有上帝，我們一無所成。 

啟：上帝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你們，使你們能多行各樣的善事。 

應：那召我們本是信實的，祂必成就這事。 

祈 禱 -------------------------------------------牧師、教育工作者、會眾同讀 

  全能的上帝，我們感謝你，因你將不同的恩賜加給我們，叫我們能

在不同的崗位上見證你。我們今日特別將當中擔任教育工作者的交託在

主手中，求主幫助他們能本愛心和忍耐，教導你所托付他們的學生。又

求主幫助我們，能用禱告支持他們，使他們在工作上，得蒙你的引導和

帶領，得著智慧的心，輔導學生，在德、智、體、群、靈、美各方面都

能成長。靠賴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阿們。 

獻  詩 -------------------------------- 大埔循道衞理小學老師 

《同證主美意》  
照料野地百合花，讓貧乏人家，在田園拾莊稼，  

顧念凡人流淚，將恩惠傾下，在曠野路裡，不會走差，  
背負世上眾罪債，盡一切代價，在各各他償罪的工價，  

暗昧人被照耀，瞎眼得醫治，能承受上帝的旨意。  
 

我的主，永不改變，神大愛，沒有盡時，  
我要將，你的說話藏在裡面，唯願跟主腳步，同證主美意。  

驅黑暗顯為義，用你的真光行事，是聖潔的民族，定意立志，  
作你揀選，君尊祭司。  

 
靠主恩，承擔挑戰，憑著信，定得賞賜，  

效法主，勇於作事  永不休止，樂意甘心獻奉，同證主美意，  
吃苦開荒火熱，同證主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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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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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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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埔循道衞理小學及幼稚園校監、校長、老師、同學及家長蒞臨參

與今主日舉行的學校教育主日崇拜。 

3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215 人，兒童 49 人。獻金總額：$28,271.00。 

4 承蒙黃永輝義務教士蒞臨教導青成主日學「吾王萬歲」，本堂仝人深表

謝忱。有關課堂如下︰ 

日 期：9 月 22、29、10 月 13、20、27 日，共 5 次 

時 間︰上午 11:45 -下午 1:00    上課地點：1A 課室 

5 10 月 1 日教會旅行已完成報名，請已報名之弟兄姊妹準時於當天 8 時

45 分到大埔循道衞理幼稚園 A 翼禮堂 集合，逾時不候。如有查詢，請

與服務部麥靜嫻姊妹或幹事余明思姊妹聯絡。 

6 信徒會友代表選舉即將展開，本堂成年會友均可經提名名單推薦候選

人。敬請弟兄姊妹踴躍提名。有關提名表格可向幹事余明思姊妹索取，

提名階段將於 10 月 6 日中午 12 時正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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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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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區黃昏燒烤樂 
日 期︰10 月 26 日(星期六) 

時 間︰晚上 6:00 至 9:30 

地 點︰大埔循道衞理小學舉行 

收 費︰每位 10 元，十二歲以下兒童不收費用。 

      (大會提供蜜糖、爐，叉，碳，網。) 

    **食物、水及餐具自備。** 
截止日期：10 月 13 日(中午 12:00) 

各組長請於截止前，將人數及收費交給麥靜嫻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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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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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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代禱事項 

1. 為堂會禱告：感謝上主讓本會能在社會中參與學校教育的工作，培育
生命。求主賜福大埔堂能透過學校教育，不單服事學童，更能成為關
懷家庭，牧養家庭的堂會。 

2. 為事工及小組代禱：請為 FIND 團契代禱，求主引導弟兄姊妹，掌握
及適應進入職場的生活節奏和變化，使生命深有光彩。請為 10 月 6-7
日小組活動代禱，賜下福氣使活動充滿生命的交流。 

3. 為教友代求：請為病患的弟兄姊妹代禱，求主藉著醫護的幫助，賜下
恩典與醫治。 

4. 為校園禱告：進入新學年快將一個月，循小各項信仰聚會及老師祈禱
會陸續開始，求主祝福，使校園在上主的愛和人與人的關懷中，生命
得以建立。 

5. 為校園禱告：為循幼的新生代禱，讓新生們能適應校園學習生活。亦
請為幼稚園正進行新生報名一事禱告，求主讓教會學校成為社區的祝
福。 

6. 為社會祈禱：為特首及問責官員計劃落區一事禱告，求主施恩，讓沒
紅線、真正的溝通得以進行，社會的訴求能表達與討論。 

7. 為世界代求：請為中美的貿易角力禱告。亦為印尼的森林大火而濃濃
的煙霧波及鄰國，帶來困擾。求使人復和之主，成為人與人、國與國
的復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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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會宣教牧養委員會屬下  

監獄事工執行委員會主辦 

監獄事工週年聚會 

「難計回報的服事」 

內  容：凝聚本會參與監獄探訪之弟兄姊妹，整理及反思過往參與監

獄事工之經驗，藉會祖之教導再次激勵服事之心志。 

日  期：2019 年 9 月 22 日（主日）  

時  間：下午 3 時至 5 時 

地  點：本會九龍堂禮堂（九龍油麻地加士居道 40 號） 

對  象：曾參與或有興趣參與監獄探訪之本會會友 

講  員：李少媚牧師【本會信望堂堂區牧師】 

費  用：全免 

查詢請致電聯絡總議會辦事處許曼芝女士（3725 4531）或李栢怡女士（3725 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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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大埔循道衞理小學 

全校教職員 
校長：李綺琼  
副校長：陸艷琴、徐淑貞  
主任：黎漢華、李冠彤、吳月晶、甄禮恒、梁福禧、朱蘭芳、馬婉瑩 
      林麗華、趙秀玲、林 奇 
外籍老師：Ms.Joanna Jedrasik、Ms. Lai Jaclyn Yan Ki、 
          Ms. Sarah Victor、Mr. Li Matthew Jin-fung 
註冊社工：李宛霖姑娘、吳家盈姑娘  

言語治療：李允悅姑娘 
非班主任：謝嘉莉、鍾婉明、管建基、沈詠宜、黃倩婷、湯翠君 
班主任：(六年班) 鄧美娟、王巧笑、溫家敏、吳冰菱、龐卓輝 

 李淑嫻、馬世華、鍾婉華、龍愛芬、王詠嫻 
 (五年班) 葉嘉韻、劉礎慇、楊沛嘉、趙凱欣、繆璧鈞 
 (四年班) 熊秀麗、張永儀、鍾芳庭、陳素茹、陸俊安 
 (三年班) 鍾鍶暋、張穎妤、鄧可欣、賴雪茹、鄺慧妍 
 (二年班) 蔡曉其、葉秀蓮、黃耀明、郭若君、呂炳廣 
(一年班) 何雅棋、鄭珮婷、鄧紫晴、蕭佩珊、施惠君 

 鄭佩清、廖翠冰、凌凱珊、伍雅婷、李遨騫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大埔循道衞理幼稚園 

全校教職員 

校長：陳燕芳 

主任：李心妹、馬詠梅 

教師： 

幼班：黃麗然、謝佩雯、郭婉茵、陳穎琪、杜麗雲、黃倩珩 

低班：朱泳嘉、陳翠盈、鄧麗儀、楊笑儀、陳苑珍 

高班：潘祖婷、張麗斌、葉美寶、王綠萍、李旭敏 

教學助理：王淑賢、曾慧婷 

專科：英文-Mr Piet、普通話-謝伊文 

書記：馮小碧 臨時文員：鄧潔霞 

工友：陳觀鳳、張淑娟、朱惠珍、羅美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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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育主日今主日隆重舉行 
  本會辦學六十八載，至今共辦有八所中學、十一所小學及十二所幼

稚園幼兒園【註1】，學生人數近一萬六千人，教師人數逾一千三百人，
實有賴上帝恩典及眾同工同道熱心支持。舉辦學校教育主日之目的，在
於透過崇拜讚美，感謝上帝帶領本會教育事工發展，加強堂會及學校之
聯繫，呼籲從事教育工作之會友重新奉獻，作出更美好的見證，並鼓勵
會友關注本會學校教育工作。 

今主日派發「學校福音工作奉獻封」 

  本會實踐辦學與宣教並重的理念，貫徹全人教育。自二０一三年開
始，於學校教育主日為屬下中、小學之福音工作收集奉獻，以支持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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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主日將派發捐封，亟
盼主內同道熱心支持。 

第卅五屆教師研討會於九月廿三日假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舉
行 
  為表達對教育事工之關注及幫助屬校教師對其應關注之課題有更深
入認識，本年度「學校教育日教師研討會」於九月廿三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假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舉行，主題為「未來世界發展與現今香港教育
變革」，邀得本會會長林崇智牧師證道，以及前香港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
生作專題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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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政府資助中學 8 間： 

炮台山循道衞理中學 

葵涌循道中學 

李惠利中學 

循道中學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衞理中學 

華英中學 

政府資助小學 11 間： 

亞斯理衞理小學  

循道學校  

藍田循道衞理小學 

馬鞍山循道衞理小學 

北角循道學校 

北角衞理小學 

沙田循道衞理小學 

丹拿山循道學校 

將軍澳循道衞理小學 

大埔循道衞理小學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非牟利幼稚園幼兒園 12 間： 

觀塘循道幼稚園 

鯉魚門循道衞理幼稚園 

筲箕灣循道衞理幼稚園 

將軍澳循道衞理幼稚園 

大埔循道衞理幼稚園 

亞斯理幼稚園幼兒園 

愛華村堂幼稚園幼兒園 

主恩堂幼稚園幼兒園 

何文田循道衞理楊震幼兒學校 

北角衞理堂幼稚園幼兒園 

循道衞理田灣幼稚園幼兒園 

油麻地循道衞理楊震幼兒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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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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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宣教牧養委員會屬下在學青少年事工執行委員會主辦 

「小島中的小薯：我在這裏做什麼？」 

在學青少年及事奉人員退修日 

日期：2019年 10月 12日（禮拜六） 

時間︰上午 10時至下午 1時 

地點：本會香港堂 10樓（灣仔軒尼詩道 36號） 

目的︰透過退修活動喚醒參加者心靈，並反思基督徒身份。 

內容：敬拜、默想及代禱等 

講員︰譚嘉茵宣教師（本會香港堂宣教同工） 

對象：本會在學青少年及事奉人員 

費用︰全免 
 

報名表可於本會網站 www.methodist.org.hk（近期活動）下載。 

＊截止日期為 2019 年 10 月 8 日（禮拜二）＊ 
如有垂詢，請聯絡總議會辦事處黎凱婷女士（3725 4533）或許曼芝女士（3725 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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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宣教牧養委員會屬下  本地宣教事工執行委員會主辦  

「尋獲至寶」培靈會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若你有心志服事長者，與他們分享生命中的至

寶──耶穌基督的福音，邀請你參與…… 

日  期：2019 年 10 月 26 日（禮拜六） 

時  間：下午 3 時至 5 時 

地  點：本會九龍堂禮堂（九龍加士居道 40 號） 

對  象：１．歷屆長者院舍宣教大使 

  ２．已參與或有心志參與服事長者之弟兄姊妹 

  ３．家中有長者之會友 

內  容：詩歌敬拜、見證分享、主題信息、互相代禱 

講  員：李炳光牧師【本會前任會長、現任 MEM 佈道團團長】 

分享嘉賓：何秀蘭女士【禧福協合「天國耆兵」課程統籌】 

報名方法：掃瞄二維碼或瀏覽 https://forms.gle/5FxfPusi8MTaRuuf9 

查詢請致電聯絡總議會辦事處許曼芝女士（3725 4531）或李栢怡女士（3725 4532） 

報名請掃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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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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學校教育主日 〈主日/節期〉 29/9 聖靈降臨後第十六主日 

你的心在那裏? 〈講題〉 投資有道 

耶利米書8:18-9:1、 

路加福音16:1-13、 

提摩太前書2:1-7 

〈經文〉 

耶利米書32:1-3上, 6-15、 

路加福音16:19-31、 

提摩太前書6:6-19 

張國良牧師 〈講員〉 王華山宣教師 

吳達明義務教士 〈主席〉 黃秀音 

大埔循道衞理幼稚園老師 〈讀經〉 李小霞 

黎愷晴 〈司琴〉 趙苑如 

敬拜隊 〈敬拜〉 喜樂組 

羅卓賢(組長)、黃志恒、袁凱琪、 

莫煦頤、邱寳麗、林敏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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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組 〈祈禱閣〉 路得組 

黎家駒 〈投影片製作及播放〉 羅卓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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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