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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崇基督．活出信仰

潘錫麒

從默想開始
當默想經文的時候，感到非常詫異，因為以色列民天天尋求上帝，
喜歡明白真道，而國家又行在公義中，典章和判詞不敢離棄上主的誡命，
由個人到國家豈不是活出信仰，何以耶和華不看他們的「禁食」
、不理會
他們「刻苦己心」？原因很簡單，
「你們禁食的時候仍追求私利，剝削為
你們做苦工的人」
（賽五十八 3）
，原來行公義的背後，卻以不義來謀求個
人的利益。以剝削、欺壓的手段榨取做苦工的人，但卻以公義之名博取
上帝和世人的讚賞。
從教會反省
在非洲之中，盧旺達可算是受基督教影響最深的國家，一直被視為
宣教和福音使命稱頌和耀眼的成功故事。自一九九四年發生滅族大屠殺
之後，這個顯赫的名聲卻備受質疑，因當時互相屠殺的兩族，即胡圖族
人和圖西族人，他們大都是基督徒。何以善良的面孔背後，卻隱藏慘絕
人寰的罪行？何以基督徒如世人一樣，以暴力來解決衝突和仇恨？
從靈修覺悟
當我近來靈修時，聖靈透過一段文字提醒我，
「問題也許不是我們渴
望太多，而是我們渴望太少。我們不是談毫無止境的貪慾，而是用信心
的眼看這個世界、珍視自身的價值、信賴上主的關懷、相信我們與萬物
的合一」
。可能我們過於追求渺小的個人利益，而不先求全人類共同的福
祉和天父對萬物的關懷和愛眷。其實上帝的慷慨，豈不顧念我們需要的
同時，亦顧念整個受造世界的福樂。所以我們「要先求上帝的國和他的
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從祈禱開始
當我們踐行信仰的時候，以梅頓在《默觀生活探秘》中的禱文作開
始：
「只用一個愛的思想和願望，佔據我的整個生命，使我愛，不是為功
勞，不是為成全，不是為德行，也不是為聖德，而是為天主。」希望我
們首先學習「忘我」
，不計較成敗得失，渴求被上帝的愛充滿，然後漸漸
認識「真我」，看見善與惡同時存在我們生命之中，最後追求「本我」，
一個反映上帝原初創造的我。但願我們所做的一切，全然為主。
全年主題：「彼此激勵、喜樂侍神、愛中成長、燃點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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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華山宣教師

司琴：陳潔芳宣教師

敬備心靈．覲見上帝
敬 拜 詩

-----------------《打開我雙眼》------------------- 眾 立

打開我雙眼 讓我得見你的尊貴 打開我雙眼 讓我得見你慈容
使我心呼喊 呼喚你至聖名字 因你聖靈 來使我眼光轉向你
打開我心眼 讓我相信你的拯救 打開我心眼 讓我相信你能力
使我心相信 主你叫我痊癒 因你膏抹能開我眼睛瞻仰你
使我見到 你的笑臉 使我望見 你伸出的手臂
使我見到 你張開的雙翅 容許我投奔於你面前

祈

禱

------------------------------------------------------ 眾 坐

謙卑專注．聆聽真道
讀

經 --------------- 馬太福音5:13-20 --------------張容新姊妹

13「你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它不再有用，只
好被丟在外面，任人踐踏。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
的。15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16
你們的光也要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把榮耀歸給你
們在天上的父。」
17「不要以為我來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而是要成全。
18 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
直到一切都實現。19 所以，無論誰廢掉這誡命中最小的一條，又教導人
也這樣做，他在天國裏要稱為最小的。但無論誰遵行並如此教導人的，
他在天國裏要稱為大。20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過文士和法利賽
人的義，絕不能進天國。」

講
奉

道 -------- 講題：「願你能作鹽和光」-------- 張國良牧師
獻 ------------------------------------------------眾 立

分享分擔．同蒙差遣
祝福及差遣 --------------------------------------------------- 眾 立
家事分享 ------------------------------------------------ 張國良牧師
默禱後弟兄姊妹可自由散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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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96 人。獻金總額：$42,7770.10。
3 本堂教友李秀芳姊妹於 1 月 24 日安息主懷。現定於 2 月 21 日(五)守
夜，翌日 2 月 22 日(六)上午 9 時正於九龍紅磡萬國殯儀館三樓慈恩堂
舉行安息禮，後隨即出殯往火葬場舉行火化禮。求主安慰主家親屬。
4 為更有效管理小學校園，除特定之聚會外，小學將於下午 1:00 正關閉。
如各小組有特別聚會或需要，請提早與同工聯繫，以便有效的安排。
5 二月份小學需修理禮堂冷氣機，請今主日崇拜後將面向禮堂左面之椅
子搬往中間排及右面排之後面，其他椅子不用收拾。

~~~~~~~~~~~~~~~~~~~~~~~~~~~~~~~~~~~~~~~~~~~~~~~
感恩／代禱事項
1. 為堂會禱告：創建教會的恩主，祢以聖召來聚合我們，以祢聖言來塑
造我們。主啊！讓我們學效祢，追尋祢，成為祢忠心的信徒。
2. 為事工及小組代禱：主啊！願我們教會成為一所彼此激勵，喜樂侍神
的群體，能互相分擔分享，在服侍中體驗同行。請為教會的關顧事工
代禱，求主讓關愛透過服侍和服務，帶給別人生命的暖和。祈求上主
用祂的愛充滿，以祂的使命來推動眾人。
3. 為事工及小組代禱：「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主啊！我們祈求主施
恩，讓兒童事工得著上帝的恩典，成為一個聚合兒童，發揮兒童及讓
他們表達對上帝愛慕的群體，同心歌頌讚美主。請為兒童區的導師和
團隊祈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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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請為於院舍生活的弟兄姊妹代求，在抗疫期間，發揮基督的關懷，
讓仁愛與關顧都充滿在院舍，賜福每位探望的親友和院舍之員工。
5. 為校園禱告：主啊！學校繼續停課共同抗疫。求主讓學生能與家人共
享生活，齊心防疫。但願學生們能把握機會，在防疫中學會自理，與
家人同心協力保持家居清潔。
6. 為社會祈禱：請為武漢肺炎及擴散疫情禱告！肺炎疫情持續，香港有
1 宗死亡、超過 20 多人確診，而其他逾 20 個國家或地區也出現病例。
另部份港人需接受家居檢疫，因而約有 100 住處受影響。求主醫治這
地。請記念醫謢人員的勞苦，給予研發人員有能力為病毒作檢測及尋
找治療方案，求主施恩，在疫情時期讓教會及社區能成為彼此關懷互
助。
7. 為中國及世界代求：鑽石公主號之前往來於日本橫濱、越南及香港等
地區，於 2 月 1 日發病確診，已確認至少有 20 名旅客遭到感染，全船
3700 人都必須隔離 14 天觀察。求主為郵輪擴散了疫情禱告，亦為隔
離者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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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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堂防疫通告
在正值防止新型肺炎擴散的關鍵時刻，為與全港市民同心抗疫，避
免加重醫療系統的負擔，本堂 2 月份將採取以下抗疫措施：
1. 由即日起至 2 月 29 日，除了教會崇拜外，一切在校園舉行之聚
會(包括兒童崇拜)，均須要暫停。
2. 凡進入教會，務必自備口罩，清潔雙手、量體溫(如有身體不適
或發燒(攝氏 37.5 度或以上)，請留在家中休息。
3. 崇拜前請弟兄姊妹入禮堂前先量度體溫，然後必須在出席表上加
上 號，以進行登記，最後到禮堂參與崇拜。另外，新朋友或少
來的朋友請提供聯絡電話及住址，以便日後可追查紀錄。
4. 由即日起至 2 月 29 日本堂崇拜會以精簡方式進行，縮短聚集時
間，以減低病毒傳播風險。
5. 本堂同工、信徒及新來賓，如於 14 日內從中國內地回港，又或
出入於確診個案大廈或醫院，請自行留在家中隔離 14 日。

~~~~~~~~~~~~~~~~~~~~~~~~~~~~~~~~~~~~~~~~~
9/2 合一主日
願你能作鹽和光
以賽亞書58:1-12、
馬太福音5:13-20、
哥林多前書2:1-16
張國良牧師
王華山宣教師
黃婉芬(組長)、何文堅、潘英華、
郭碧娟、楊燕娜。
約書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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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

任：張國良牧師
事：余明思姑娘

〈主日/節期〉
〈主題〉
〈經文〉
〈講員〉
〈主席〉

16/2 顯現後第六主日
謹守主旨 行主聖道
申命記30:15-20、
馬太福音5:21-37、
哥林多前書3:1-9
王華山宣教師
張國良牧師

常全根(組長)、陳婉儀、宋月玲、
林碧華、黃妙霞、徐寶華、黃秀音。
〈祈禱閣〉
雅各組
何榮忠、徐寶輝、周華耀、
〈音響控制及錄音〉
陳偉斌、黃信榮、鄧惠強、
每週由不同組員配搭
黃健文、區志榮。
〈領導團〉

宣教同工：王華山先生、陳潔芳姑娘

大埔堂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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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名)：何慧儀、李嘉齡、李錦康、邱寳麗、胡志榮、張文瑛、陳妙冰、陳慧婷、
麥鳳嫻、馮小碧、黃雪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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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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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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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663-2418
傳真：2660-7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