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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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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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卓寗姊妹

敬備心靈．覲見上帝
序

樂

------------------------------------------------------- 眾 坐
------------默禱後同唱《主在聖殿中》------------ 眾 坐

始 禮 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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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篇1節 -------------------- 眾 坐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敬 拜 詩
祈

-------------《敬拜主》《誰曾應許》 ------------ 眾 立
------------------------------------------------------ 眾 坐

禱

謙卑專注．聆聽真道
讀

經 ------------------------------------------------ 何慧儀姊妹
創世記 21:8-21、馬太福音 10:24-39、羅馬書 6:1 下-11

講

道

------------講題：「為父的心」----------- 陳潔芳宣教師

分享分擔．同蒙差遣
回 應 詩
奉

------------------《阿爸天父》--------------------- 眾 立
--------------------《獻禮文》---------------------- 眾 立

獻

(主日奉獻〜:紅袋；重建北角衞理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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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分享

--------------------------------------------------- 眾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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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主》
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榮耀能力，一切讚美都歸給祂。
敬拜主，敬拜權柄的主，從祂寶座能力流出，流到萬民。
來高舉，一同高舉，主耶穌聖名，
來彰顯，一同彰顯，耶穌榮耀王。
敬拜主，敬拜尊貴的主，
祂曾捨命，今得榮耀，萬王之王。
《誰曾應許》
誰曾應許，一生不撇下我？每段窄路，誰陪我去走過？
誰還領我，於青草恬靜處躺臥，豐足恩惠比海沙更多？
誰曾應許，天天看顧著我，晝夜眷佑，連頭髮也數過？
誰還以愛驅走心裡懼怕怯懦，那懼路途捲動著漩渦？
因你是我主我避難所，我盾牌和詩歌，
你是我的高臺我隨時幫助，
來吧，用信心讚頌和高歌，你永在我心窩，
唯你有永生江河，除你以外不倚靠別個，
我究竟算甚麼，神你竟這般顧念我。
 回應詩 
《阿爸天父》
天父你滿有憐憫，滿有慈愛饒恕得恩典，
醫治釋放我的心，慈愛雙手緊緊擁抱我。
阿爸天父，阿爸天父，從我心深處呼求你名字（呼叫你阿爸），
打開心門，領受你大愛，你是最愛我的阿爸父，
阿爸天父，阿爸天父，從我心深處呼求你名字（呼叫你阿爸），
高舉雙手，領受你應許，阿爸天父我真愛你，
阿爸天父，阿爸天父。
天父你滿有慈愛，靠近一切尋求你的兒女，
我的心何等渴慕你，回轉像小孩子親近你。
3

家事分享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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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110 人，兒童 6 人，獻金總額：$28,049.00。
今主日為父親節，本堂特別為各位父親預備了禮物一份，敬請父親笑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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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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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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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總議會通告
總議會教牧人員職務調派
去年總議會代表部會議同意王澤堂牧師二０二０至二０二一年工作
進修一年之申請；而本屆會議亦通過牧師部之提議，於九月二十日按立
卓廸舜會吏及杜敏玲會吏為本會屬管牧師，亦通過常務委員會之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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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盧偉旗牧師於二０二一年年中開始出任基督教得生團契總幹
事之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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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岑禹勤牧師於二０二一年三、四月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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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二０二０至二０二一年度總議會教牧人員之職務安排
有更動之處臚列如下——
由二０二０年七月一日起：
１．陳德昌牧師連任香港聯區聯區長；
２．陳建基牧師連任九龍東聯區聯區長；
３．王玉慈牧師連任九龍西聯區聯區長；
４．范爾敦牧師連任國際禮拜堂聯區聯區長；
５．卓廸舜會吏協助澳門事工；及
６．張苑心會吏協助藍田堂工作；
其他教牧人員之職任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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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０二０年八月一日起：
１．黃惠嫦牧師擔任沙田堂主任牧師；
２．陳建基牧師以聯區長身分擔任藍田堂顧問牧師；
３．王澤堂牧師協助沙田堂工作（至八月卅一日止）；及
４．張苑心會吏擔任藍田堂主任；
其他教牧人員之職任不變。
由二０二０年九月一日起：
余恩明牧師擔任香港堂主任牧師；
其他教牧人員之職任不變。
由二０二０年九月廿一日起：
１．陳德昌牧師毋須擔任鴨脷洲堂顧問牧師；及
２．王玉慈牧師毋須擔任主恩堂顧問牧師；
其他教牧人員之職任不變。
此外，牧師部亦通過下列授權——
１． 授權總議會會吏卓廸舜會吏、杜敏玲會吏、張苑心會吏及趙秀
娟會吏在本會工作範圍內施行聖禮。
２．授權梁麗蓮堂區會吏在禧恩堂，鄧其偉堂區會吏、馮麥衛華堂
區會吏及翁玉文堂區會吏在香港堂，李景文堂區會吏及劉家華
堂區會吏在觀塘堂，余煥群堂區會吏在九龍堂，曾美娟堂區會
吏在將軍澳堂，劉家莉堂區會吏在澳門堂，任遠輝堂區會吏在
馬鞍山堂，吳進逢堂區會吏在亞斯理堂及陳錦嬋堂區會吏在塞
內加爾之牧養範圍內施行聖禮，如獲邀在本會工作範圍內施行
聖禮，需預先徵得會長之同意。
３．授權「堂區牧師」及「堂區會吏」為其牧養範圍內之弟兄姊妹
主持婚禮，惟須先徵得堂所主任之同意；如遇特殊個案，請堂
所主任徵詢所屬聯區長之意見，如聯區長亦有疑問或聯區長亦
為堂所主任，則徵詢會長之意見。
上述授權為期一年，至下年度牧師部會議為止。
總議會會長：林崇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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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實習生有鄧特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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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得著醫治，生
命得以蒙恩。 亦請為於院舍生活的弟兄姊妹代求，部份院舍能有限度
開放探訪。盼望在抗疫期間，弟兄姊妹能在院舍發揮仁愛與關顧。主
啊！賜福每位探望的親友和院舍之員工。
5. 為校園禱告：感謝主，幼稚園及小學開始復課，家長及學生需要時間
適應，加主加力。請為各老師代禱，復課後既要教授課堂，亦要兼顧
網上課節和關顧。盼望主加能賜力，讓校園恢復活潑力量，成為學生
的快樂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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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府及民間推動復甦本地經濟的方案和行動禱告，舒緩市民的
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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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中印在邊境的緊張局勢禱
告，願當地之市民有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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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為北京部份地區有疫情擴散危險。求主看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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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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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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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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港島區及九龍區各開一組（地點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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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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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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6 聖靈降臨後第三主日

〈主日/節期〉

28/6 聖靈降臨後第四主日

上帝同在 作主門徒

〈主題〉

上帝同在 更新成聖

創世記21:8-21、
馬太福音10:24-39、

耶利米書28:5-9、
〈經文〉

馬太福音10:40-42、

羅馬書6:1下-11

羅馬書6:12-23

陳潔芳宣教師

〈講員〉

張國良牧師

林敏怡

〈主席〉

吳達明義務教士

何慧儀

〈讀經〉

袁凱琪

洪卓寗

〈司琴〉

趙苑如

主

〈敬拜〉

温梓翹

席

常全根(組長)、陳婉儀、林碧華、
羅卓賢(組長)、黃志恒、袁凱琪、
〈領導團〉
宋月玲、黃妙霞、黃秀音、徐寶華。
莫煦頤、邱寳麗
邱寳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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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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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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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同工：王華山先生、陳潔芳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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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