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大 埔 堂 

2020 年 6 月 14 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 第 24 期 

眼淚‧聽見‧喜笑             馮冠東 
這是一個從傷心絕望到喜樂歡笑的故事。 

    故事開始時，在父權社會的限制下，無所依靠的夏甲與以實瑪利被丈夫
及父親亞伯蘭放逐，在別是巴曠野中迷途，絕望之下只有眼淚與尋死一途！ 

上主所呼召的人從來都不是完美，亞伯蘭也不是一個完美的人物，他在
對外的事務及公眾形象都是成功的，例如他擊敗基大老瑪和與他結盟的諸
王，拯救姪兒羅得，及後與亞比米勒立約以免彼此相爭，都反映了他的勇氣、
果斷及智慧。但在家庭生活方面，他在埃及和基拉耳因害怕被殺害而兩次不
認妻！在家庭中過份依從撒萊而令至發生了「夏甲」事件，都反映了他在家
庭崗位中作為一位父親、卻擁有缺乏溝通和軟弱、內向的個性。 

夏甲是一個沒法主宰自己命運的女性，身為一個埃及的婢女，自己的婚
姻無法主宰，要聽從主母的意思嫁給老主人，為他生子，在今天的舊約經文
中，「嬉笑」同時出現在此經文的兩處，撒拉只容許自己與兒子嬉笑（以撒
名字的意思正是「嬉笑」），卻不容許夏甲和兒子和她兒子以撒一起嬉笑！要
把這對母子趕走！將自己的嬉笑建立在夏甲的眼淚與哭聲上。然而，慈愛的
上主沒有忽略她們！值得留意的地方是，這一次上主不是聽了夏甲的聲音，
而是聽了孩子的聲音！（創 21:17），夏甲第一次是「出走」（創 16:6），她與
主母鬧翻，受到撒萊的虐待而離開，上主的使者卻叫她回去，對她說：「你
要回到你的女主人那裏，屈服在她手下。」因為夏甲在此刻離開，是按人的
意思，上主的意思卻是要她的兒子以實瑪利也成為一大族大國。在故事結束
時，神開了夏甲的眼睛，使她看見一口水井。她就去把皮袋裝滿了水，給孩
子喝。以此救活了她們（創 21:19），上主也與這孩子同在，使他有求生的本
領（成為獵手）、及建立家庭（埃及娶妻）（創 21:19-21）。 
  經文思考及反省︰ 

1. 在人的心意及自私中，做成了許多的錯誤、傷害及痛苦，上主如何介
入使詛咒變為祝福？您有否這種經歷？ 

2. 在今天，我們或許會像夏甲一樣，面對着生命中種種困境，但我們是
否仍然相信當日看顧夏甲與以實瑪利的上主，今天仍舊施行慈愛，與
在困苦中的我們每一位同在？ 

3. 今天我們身處的世界中，還有多少個夏甲與以實瑪利，還在受到不公
平、甚至身、心、靈各方面的虐待，正等待有人聽見他們的聲音而施
以援手？教會有否如上主在當日，能「聽見他們的聲音」，作出及時
與合適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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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秀音姊妹 司琴：司徒廷峰弟兄 
  

  敬 備 心 靈 ． 覲 見 上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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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篇24節 ------------------ 眾 坐 
耶和華啊，你所造的何其多！ 

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全地遍滿了你所造之物。 

敬 拜 詩 -------《我是自有永有的》《永約之誓》------- 眾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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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謙 卑 專 注 ． 聆 聽 真 道  

讀  經 ------------------------------------------------ 宋月玲姊妹 

創世記 18:1-15、馬太福音 9:35-10:8、羅馬書 5:1-8 

講  道 ---------------------------------------------- 王華山宣教師 

講題：「上帝應許 突破限制」 

  分 享 分 擔 ． 同 蒙 差 遣  

回 應 詩 ----------------------《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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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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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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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自有永有的》  

耶和華是拯救我的神，我神沒有難成的事 

我們是主揀選了的子民，要敬拜主我神 

自有永有者呼召我離開埃及，到這聖山事奉敬拜祂 
 
讚美主聲必從我這裡響起，晝夜必不止息 

神以雲柱火柱保守我離開，公義的手助我過紅海 

脫離了苦困的日子，邁進應許之地 
 
萬軍耶和華我神拯救者，是我保障，是我力氣 

萬軍耶和華我神至聖者，是我所信靠的 

萬軍耶和華我神拯救者，是我釋放，是我凱歌 

萬軍耶和華我神至聖者，是我所敬拜的 

 

《永約之誓》 

你信實  永不改變  你約誓  持久萬世  

你聽聞我的呼喊  只要我尋求你的面  

我放下  我心己意  要進入  你的殿裡  

跪下祈求的歌者  你在意  
 
我愛慕  你的心意  我渴慕  你的話語  

要聽從  誠心跟你  今我要事奉永生主  

你賜下  愛的恩典  作你民  平安護盾  

患難隨時的拯救  正是你  
 
回轉向你  我知我所作  不潔不清  

求得見你  來粉碎那罪捆綁  

人可聖潔  你的愛洗去污穢  

一生我要  離開那惡行  專心向你  
 
目光向你  你雙手堅固  遮蓋一生  

我家決意  全心要敬奉主你  

離開過去  你的愛洗去污穢  

一生見證  從這秒進入新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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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詩  

《腳步》 

你的腳步，帶着我的腳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  

每個腳步，我要緊緊跟隨，走在蒙福的道路。  
 
求給我更多的勇氣，給我更多的信心，  

讓我勇敢踏出跟隨你的腳步。  

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曠野地，  

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  
 
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順服你，  

凡是出於你的我就默然不語。  

就算經過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風雨，  

在你手中都將變成祝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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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人，兒童 6 人，聖餐︰成人 69 人，兒
童 6 人。獻金總額：$105,731.40。 

3 由於疫情緩和，政府對宗教聚會放寛，本堂已恢復現場主日崇拜，讓

弟兄姊妹現場參與，但敬請大家做足防疫措施，出入盡量不要停留高
危的地方。而因疫情關係未能參與現場之弟兄姊妹，鼓勵繼續透過網
上直播，參與主日崇拜。 

4 成人區議會：訂於 6月 17日(星期三)晚上 8時正假循道衞理幼稚園 A

翼禮堂舉行，請組長敬請準時出席，共商聖工。亦歡迎本堂教友列席，
以表關心及支持；擬列席者請先向區長黃秀音姊妹報名。 

5 專車接送：本堂逢主日崇拜前上午 9:30 安排專車於富亨村亨翠樓地下
幼稚園門口(近萬寧商店)接載長者往循小參加主日崇拜，並於崇拜後
送回亨翠樓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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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校園復課的防疫安排，本堂正收集出席崇拜的防

疫登記，敬請參與本堂崇拜聚會之弟兄姊妹，填寫本堂之

崇拜防疫登記表(本登記表內容只供本堂同工及指定之學

校同工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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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代禱事項 

1. 為堂會禱告：主啊！讓我們忠於祢的教導，在聖經真理中扎根。賜我

們有聆聽的耳朵，傾聽別人在信仰上的領受。在紛亂及不同意見的世

代裡，學會在主裡共融，一同建立主所愛，世人亦欣賞的教會。  

2. 為事工及小組代禱：請為將即將開始的暑期實習生計劃代禱。求主讓

實習生能體會全時間教會事奉的經歷，掌握教會的實務運作，思想自

己基督徒生生命和生活，為放榜後的人生有計劃。 

3. 為事工及小組代禱：請為弟兄姊妹的工作代禱，在疫情及政治環境的

影響下，要掌握及適應職場的變化，並在職場上有能力作基督的見證。

主啊！我們需要上主更大的恩典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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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高幼及初小開始復課，求主賜福學生，能適應復課

的生活及課程的調節。學校正努力安排各級復課的各項準備，求主賜

予智慧，亦將祢的恩典臨近。請為各老師代禱。 

6. 為社會祈禱：請為香港處理防疫工作及疫情帶來經濟的創傷禱告。求

主在疫情所帶來的經濟影響及生活困苦，讓我

們有毅力面對各種挑戰。 請繼續為香港國安法

帶來社會的震動禱告，求主垂憐！請為一些政

治議題進入校園，帶來學校之管理和教學要

求，求主看顧！ 

7. 為中國及世界代求：請繼續為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疫情在世界各地帶來社會上有很多受苦者禱

告，特別在南美洲各國的嚴重疫情。求主憐憫！ 

世界各國都關注中國人大常委會正式獲授權進

行香港《國安法》立法工作，顧慮在港之權利與自由，求主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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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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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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徒〉課程召募 2020-2021年度學員 

課程目的︰ 

透過有規律的研讀聖經，反省信仰，裝備和塑造門徒，培養愛主愛人堅強的基
督徒領袖。 

〈門徒〉〈I〉紅色課程：『研讀聖經、作主門徒』 

目的：透過有深度、有規律之聖經研讀，培養出堅強的基督徒領袖，通過基督
化的培育，使信徒成為札實「門徒」。 

內容：為期三十四週，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研習全本聖經。 

資格：已受洗兩年或以上之本堂會友，願意委身在時間上付代價，願意虛心學
道，渴慕真道。 

〈門徒〉〈II〉綠色課程：『扎根真道、深入世界』 

目的：透過進深的研經和屬靈操練，使門徒將內在生命與外在的生活貫穿聯繫，
從而改變習性，更新成長，在社會中作見證和服侍。 

內容：為期三十二週，主要研讀四卷書，包括創世記、出埃及記、路加福音及
使徒行傳。 

資格：完成門徒〈I〉課程兩年或以上，並積極參與事奉之弟兄姊妹。 

〈門徒〉〈III〉紫色課程：『緊記你們是誰』 

目的：透過進深的研經，使門徒緊記和活出上帝子民的身分，領受上帝的召命，
更新生命 參與信徒群體的見證和服事。 

內容：為期三十二週，主要研讀舊約先知書和新約保羅書信。 

資格：完成門徒〈II〉課程壹年或以上，並積極參與事奉之弟兄姊妹。 

〈門徒〉〈IV〉金色課程：『在生命樹下』 

目的：挑戰我們深入了解上帝話語，並實踐在生活中，以聖經檢視人性光景，
每天以聖經為生活指引，以《詩篇》作引導，建立更深一層的禱告生活。 

內容：為期三十二週，主要研讀舊約之聖卷及智慧文學、新約約翰福音、約翰
壹、二、三書、雅各書、猶大書和啟示錄。 

資格：完成門徒〈III〉課程壹年或以上，並積極參與事奉之弟兄姊妹。 

學員要求： 

 必須出席獻心會、所有課堂及兩日一夜畢業營 
 願意準時出席並積極參與每週小組研習及樂意分享 
 認真備課、深入研經、每天用最少半小時或以上研讀聖經、撰寫筆記及

遵行各項操練 
 願意開放在小組中彼此分享 

上課日期：2020 年 7 月中至 2021 年 4 月 

          每週上課約兩小時三十分及最後一課為兩日一夜營會 

費    用︰課本費用每人港幣$200，畢業營費用另行繳付。 

截止報名︰2020 年 6 月 14 日 

學員名額：最少 8 人，最多 12 人（以每組計） 

查    詢︰如有查詢可與同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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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信徒培訓部屬下 

《門徒》事工執行委員會 

紅色《門徒》青年版 

招募啟航組組員 

課程介紹：紅色《門徒》青年版使用美國 Cokesbury “Disciple FastTrack”

材料。該套材料將傳統紅色《門徒》課程（卅四課）濃縮

至廿四課（舊約及新約各十二課），適合生活忙碌同時追求

信仰實踐之信徒參加。課程要求組長及組員每週聚會一次

（七十五分鐘），並每日按編排閱讀經文。（新約部分毋須

以營會進行。） 

組員人數：每組八至十二人 

組員資格：已接受本會成人洗禮或堅信禮兩年或以上，年齡 18-35 歲之

信徒，獲堂主任推薦。 

組  長：陳德昌牧師、張國良牧師、卓廸舜會吏、鄧麗珍女士 

開課日期：二０二０年九月至二０二一年五月期間【註】 

【註：１．舊約部分於二０二０年九月至十二月內進行；新約課分於二

０二一年二月至五月內進行。實際上課日期由組長與組員商

議確定。 

   ２．鼓勵組員參加舊約及新約整套課程並於一年內完成。如只可

參加舊約部分，委員會期望組員於兩年內完成新約部分，方

能取得畢業證書。】 

地  點：港島區及九龍區各開一組（地點待定） 

費  用：$180（組員只需支付英文版研讀手冊之費用。至於中文試行

版材料則由委員會送贈及提供。） 

備  註：本年度啟航組使用英文教材，輔以試行版中文翻譯，而課堂

則以廣東話進行。啟航組之組長及組員需協助校對中文翻譯

材料。 

截止日期：二０二０年七月卅一日 

查詢及報名：請致電 3725 4529聯絡總議會辦事處梁翠湄女士或施泳欣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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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０二０年總議會代表部會議記要 

本會本年度之總議會代表部會議經於五月廿九及三十日在本會九

龍堂順利舉行，出席、列席及旁聽者逾四百四十人。在會議中，林津牧

師及陳崇一醫生分別獲選為二０二一至二０二四年度會長及副會長，請

為彼等蒙上帝揀選感恩及代禱。 

 

  首日（廿九日）會議先由將於九月起退休之潘玉娟牧師主領崇拜及

分享信息，隨即進行二０二一至二０二四年度會長及副會長選舉，並由

會長，香港、九龍東、九龍西及國際禮拜堂聯區聯區長，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及香港循道衞理宗婦女聯會會長簡報二０一九至二

０二０年度有關事工後，即由牧師部提交報告及通過牧師部之提案，於

本年按立卓廸舜會吏及杜敏玲會吏為本會屬管牧師，並公佈典禮訂於二

０二０年九月二十日（主日）下午八時正在本會香港堂舉行；隨後由常

務委員會提交報告。今年之全體大合照因疫情關係，改由與會者自拍照

片後上傳至指定網址而合成。第一天會議以讀經、同唱聖詩及李鼎新牧

師祈禱祝福作結。 

 

  翌日（三十日）會議先由杜敏玲會吏以總議會主日之主題「我們是

上帝的子民」主領崇拜，並由卓廸舜會吏分享信息，隨即通過由常務委

員會及各總議會委員會提交之議案。會議中並由會長致送紀念品予以總

議會教牧人員身分服務逾廿九年、將於八月卅一日退休之潘玉娟牧師。

茲將重要之決議摘錄如下（有關調派之決議容後公佈）—— 

 

接納麗瑤堂會友黃潔如女士及觀塘堂會友梁盈盈女士為堂區宣教

師候選人；選委歐訓權先生及吳健源先生分別擔任本會「首席義務法律

顧問」及「義務法律顧問」；選委蔡智華醫生為「首席義務醫事顧問」，

並請陳崇一醫生、陳慧忠醫生、婁關潔華醫生、陳嘉璐醫生、陳思堂醫

生、婁培友醫生、何耀榮醫生、胡漢榮醫生、曾德賢醫生、莫子楓醫生、

林文恩醫生、陳娟醫生、熊嘉瑋醫師、簡美儀醫生、江志群醫生、伍永

鴻醫生、方道生醫生、郭志偉醫生、林樞庭醫生、蕭子宜醫生、黃家漢

醫生、郭嘉莉醫生、楊志強醫生、文嘉祺醫生、李立業醫生、許紫珊醫

生、鄧穎琦醫生、蔡嘉澄醫生、麥慧敏醫生、鄭雄威醫生、黎永智醫生、

張綺敏醫師、陳家傑醫生、何嘉希醫生及循道衞理楊震牙科診所連任本

會「義務醫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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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納重建北角衞理堂計劃之報告及通過最新修訂之工程時間表（預

計二０二三年五月完成室內裝修及交還地盤），接納 RLB 物料測量師二

０二０年四月下旬更新之工程費用估算｛三億三千五百一十七萬元（包

括備用金二千二百萬元）｝，較二０一九年代表部會議通過之時間表及費

用分別延後十四個月及上調 2.02%。 

 

  接納常務委員會「融資策略及安排專責小組」之提議，國際禮拜堂

承諾分擔衞斯理大樓重建費用五千萬元，為配合本會之融資計劃，請其

提交餘款一千四百七十多萬元之支付計劃；鑑於「北角衞理堂重建計劃」

工程延誤，致令支出延後，請北角衞理堂於定標得悉確實工程費數額後

更新現金流報告，總議會於其現金流結餘跌至約九千五百萬元方才撥交

第一個二千萬元，餘款四千萬元分兩期於六個月及十二個月後撥交；鑑

於疫情勢必影響本會財政，本會從循道衞理大廈（MH）所得之租金收入

補貼衞斯理大樓（WH）之支出之決議於二０二一年五月屆滿後，延長三

年至二０二四年五月底，細節與首三年相同（即補助聯區堂所費用項下

之 WH 支出 100%，總議會辦事處、會長及退休教牧人員宿舍費用之半

數）；會長、退休教牧人員宿舍及總議會辦事處於二０一八年遷進衞斯理

大樓居住及辦公，迄今尚未支付差餉，確實數額有待差餉物業估價署估

算，接納自入伙至二０一九年十二月之差餉由循道衞理大廈租金收入全

數支付，二０二０年一月起之差餉則按例由負責單位按比例分攤；為更

好掌握堂會之奉獻能力，俾便專責小組研訂融資策略及安排時參考，請

各堂繼續提交季度奉獻收入報告及總議會辦事處收集及整理有關數據；

受疫情影響，堂會進行網上崇拜，除鼓勵會友郵寄支票奉獻，亦宜推行

透過網絡或電子平台進行奉獻；接納「私人土地用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

之進度報告及愛華村牧區現階段不繼續參與此計劃之決定。 

 

接納牧師部之提議，同意簡祺標牧師、王玉慈牧師、陳德昌牧師、

鍾鳳霞牧師、岑禹勤牧師、黃惠嫦牧師、陳建基牧師及梁慈光牧師延遲

一年退休，繼續接受調派之申請；同意盧偉旗牧師之申請，於二０二一

年年中開始，出任基督教得生團契總幹事。盧牧師維持本會屬管牧師之

身分，並願意繼續接受本會之調派，協助本會聖工之發展，惟薪津及年

資等則與本會制度脫鈎，有關細節，由會長、香港、九龍東及九龍西聯

區聯區長及盧龍光牧師組成之專責小組商議；同意岑禹勤牧師於二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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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復活節期間主領緬甸宣教學習團後取用一至兩個月之分階段工作休

假作短宣體會之申請。 

 

接納國際禮拜堂提交二０二０年菲籍事工之人事編制及財政預算

（赤字一百廿三萬八千元），總議會二０二０年每月資助數額由五萬五千

元調升為六萬元；接納澳門菲籍人士事工二０一九年之收支報告，二０

二０年及二０二一年預計分別不敷四十一萬三千元及四十四萬四千元，

由「教會發展專款」補貼；接納國際禮拜堂提交二０二０年普通話事工

之人事編制及財政預算（赤字接近六十四萬九千元），總議會分擔半數，

每月資助數額由二萬五千元調升為二萬七千零廿三元。 

 

接納牧師部「服侍本地印尼傭工工作小組」提交之報告及及牧師部

之提議：籲請各堂將該事工列為每年恆常資助之項目，由「慈惠款」及

／或「宣教款」撥款支持關懷及探訪工作之支出、事工經費、同工薪津

及宿舍等費用，二０二０及二０二一年堂會奉獻之目標均為二十萬元；

接納服侍本地印尼傭工事工二０一九年度之財政報告及二０二０年度之

修訂預算，分別不敷約六十四萬七千元及六十六萬三千元，由「教會發

展專款」項下支付。 

 

接納重整本會財政管理架構之提議，將目前分散於財政產業委員

會、常務委員會及行政人員會議與教會財政管理、融資及籌款策略有關

小組，儘量改屬「財政產業委員會」，並在其下設立有專門職責之執行委

員會（包括財政策略、薪津福利、資產管理及核數報告及預算審核），並

在資產管理執行委員會下設立「投資保值」及「物業買賣」兩個小組；

審議「檢討本會會計政策及入帳原則專責小組」之提議後，鑑於本會乃

根據法團條例第 1133 章成立，法律上毋須完全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Hong Kong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HKFRSs），決定本會製作之

財務報表，以按本會通過之政策及原則，清楚及公平地反映本會財政情

況，令全體會友清楚明白本會之資產及負債為目標；在衡量製作總議會

及堂會甚至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之合併帳所涉及之工序、人力及費用，

在運作上造成之困難，且令會友更難掌握總議會之財政情況等因素後，

決定不考慮製作合併帳之建議；為清楚了解本會總議會及屬下單位之資

產負債，重申屬下堂會、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均須將核數報告於財政年

度完結後一年內送交總議會辦事處，備供財政產業委員會查閱；堂會亦

必須按照目前之安排，每年二月中旬遞交 F14.1「堂區財政報告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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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會計帳目，Management Account），供總議會辦事處會計部同工複核

後制訂每年五月下旬送交總議會代表部列位成員之各聯區屬下堂區財政

收支比較表。 

 

鑑於循道衞理優質生命教育中心二０一九至二０二０年度之多項

工作受疫情影響而取消，接納二０一九至二０二一年度開源節流方案，

包括積極申請基金及其他資助；探討發展幼稚園生命教育課程之可行

性；五位全職同工於二０二０至二０二一年度凍結薪級點（即維持二０

一九至二０二０年度之薪級點）；並儘量節省除薪津以外之其他開支；通

過將二０一九至二０二０年度（財政年度為每年九月至翌年八月）之赤

字預算轉移至二０二０至二０二一年度之財政預算。 

 

啟發事工執行委員會自二００八年成立，其宗旨、目標及方向為定

期籌辦團隊訓練，研發不同啟發課程以配合不同人生階段需要，以及支

援各堂舉辦啟發課程。鑑於現時啟發公司已能為開辦課程之堂會提供足

夠支援，加上本會有意舉辦啟發課程之堂會均曾開辦，執行委員會更於

二０一八年安排為本會二十間堂會（包括國際禮拜堂）之宣教同工及弟

兄姊妹舉辦訓練，使彼等成為團隊訓練之訓練員，執行委員會唯一工作

乃每年收集各堂開辦課程之資料，以供有意開辦之堂會自行聯絡及彼此

分享資源，故通過執行委員會於二０二０年代表部會議後解散，收集資

料之工作則交由辦事處同工跟進。 

 

修訂本會《法規》及《附則》；通過「教會發展專款」二０二０年

及二０二一年之預算，分別撥款二千六百七十六萬餘元及二千六百八十

二萬九千餘元作為分期支付重建國際禮拜堂暨總議會大樓之建築及設備

費，支持三事工部門發展事工，屬下堂會及學校發展校園事工，澳門事

工，服侍本地印尼傭工事工，普通話事工，屬靈導引導師薪津，崇基學

院神學院，澳門菲籍人士事工，英國循道公會宣教事工及其屬下之華人

福音工作，緬甸、孟加拉、柬埔寨及內地事工等費用。接納本會經常費

二０一九年決算盈餘約一百一十二萬六千餘元及二０二０年預算不敷約

四十九萬餘元。 

 

會議於下午六時五十二分議事畢，讀經及同唱聖詩後由盧龍光牧師

祈禱祝福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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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守禮拜，同領聖餐，十一奉獻，喜樂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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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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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 〈主日/節期〉 21/6 聖靈降臨後第三主日 

上帝應許 突破限制 〈主題〉 上帝同在 作主門徒 

創世記18:1-15、 

馬太福音9:35-10:8、 

羅馬書5:1-8 

〈經文〉 

創世記21:8-21、 

馬太福音10:24-39、 

羅馬書6:1下-11 

王華山宣教師 〈講員〉 陳潔芳宣教師 

黃秀音 〈主席〉 林敏怡 

宋月玲 〈讀經〉 何慧儀 

司徒廷峰 〈司琴〉 洪卓寗 

敬拜隊 〈敬拜〉 主  席 

黃婉芬(組長)、何文堅、郭碧娟、 

潘英華、楊燕娜。 
〈領導團〉 

常全根(組長)、陳婉儀、林碧華、 

宋月玲、黃妙霞、黃秀音、徐寶華。 

連瑞儀 〈投影片製作及播放〉 邱寳麗 

何榮忠、徐寶輝、周華耀、 

陳偉斌、黃信榮、鄧惠強、 

黃健文、區志榮、姚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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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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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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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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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