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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聞報導內地河南一個農戶，飽受村民擅自闖進農田偷取粟米
及花生等收成，向公安求助也不得要領，鎮政府官員更解釋，農戶用拖
拉機收割，遺留下的穀物，乃是給貧窮人的生計。有人在媒體留言慨嘆
內地竟然有現代版波阿斯與路德的故事。在《路得記》二章記載的溫馨
動人故事，原來就有農戶（相對富有者）在收成時，刻意留下部分，以
協助沒有田產和貧窮人士（拾落穗者）的優良傳統。
今主日的經課《馬太福音》25 章，我們十分熟悉，提及人子榮耀歸
來之日，會對萬民進行大審判。自稱為信徒的會被分成兩群——綿羊和
山羊，並按各人過去如何對待貧病老弱和缺乏基本生活條件的群體來判
斷。綿羊就是願意對這些群體伸出援手者，可以得着永生；反之，山羊
就要到永刑那裏去。
舊約經課《以西結書》34 章，上帝要親自在肥羊和瘦羊中間施行審
判，因為肥的用肩和角牴撞其他的羊，使牠們四散，不能在肥美的草場
生活，牠們變得瘦弱。上帝表明必會尋找這些失散的羊，醫治及牧養牠
們，也會秉行公義，施行審判，並除滅靠欺壓同儕而肥壯的羊。
我們知道收割感恩節在每年秋天舉行，乃源自昔日農耕社會，信眾
在秋收之後，感謝上帝過去一年的供應（如陽光和雨水）
，以至地有出產。
各人就會把最初的收成帶到村內教堂，供其他有需要的村民取用，作為
一種具體感謝主恩的行動。時至今日，我們都不再靠農耕為生，但主在
我們及家人當中，又豈只供給我們陽光和雨水呢！在這世紀疫情的陰霾
下，每個人都希望身體健康，家人出入平安，工作穩定，已經是上帝賜
予的最大恩典，值得我們感恩。但社會上有很多人生活在困境中，若我
們仍然有穩定收入，戶口也有結餘，我們會否參與「拾落穗者」的行動，
以愛鄰如己的精神，向缺乏的群體分享所有，協助他們渡過難關呢？
另一個值得我們反思的，就是我們在日常生活和各樣商業活動之
中，會否有意無意地使用了“肥羊”的手法，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剝削別
人呢？以西結告訴我們，秉行公義的上帝，在察看着我們的行為，當耶
穌基督再回來的時候，必定會對我們所作的進行審判。
在收割節感恩主日，讓我們在數算主恩、以行動回應上主種種恩賜
之同時，也檢視自己的行事為人，是否按着聖經教導關愛鄰人並秉行公
義。但願我們都明白及實踐收割節感恩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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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寶輝弟兄

司琴：趙苑如姊妹

敬備心靈．覲見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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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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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篇1-2節 ------------------ 眾 坐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
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歡唱來到他面前！

敬 拜 詩

------------------------------------------------------- 眾 立
《齊來感恩》
齊來唱出感恩，傳揚主救恩，
萬族列邦中景仰，萬代永生王，
神慈愛暖透心靈，祈求靠主常堅定，
投入你無限榮光，燦爛蓋晨星，
頌唱Hallelujah，你信實遍佈穹蒼，
尊貴權柄，高過全地榮耀降，
頌唱Hallelujah，深恩改變我生命，
我要吶喊，你以大能獲勝。
《打開我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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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你至聖名字，
因你聖靈，來使我眼光轉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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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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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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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禱

------------------------------------------------------ 眾 坐
兒童可離座隨導師往一樓分組活動

謙卑專注．聆聽真道
讀

經 ------------------------------------------------- 邱寶麗姊妹
以西結書 34:11-16, 20-24

11「主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必親自尋找我的羊，將牠們尋見。12
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樣尋找他的羊，我必照樣尋找我的羊。這些羊
在密雲黑暗的日子散在各處，我要從那裏救回牠們。13 我要從萬民中領
出牠們，從各國聚集牠們，引領牠們歸回故土。我要在以色列山上，在
一切溪水旁邊，在境內所有可居住的地牧養牠們。14 我要在肥美的草場
牧養牠們。牠們的圈必在以色列高處的山上，牠們必躺臥在佳美的圈
內，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場上吃草。15 我要親自牧養我的群羊，使牠們
得以躺臥。這是主耶和華說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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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肥的壯的，我要除滅；
我必秉公牧養牠們。』
20「所以，主耶和華對牠們如此說：看哪，我要親自在肥羊和瘦羊中間
施行審判。21 因為你們用側邊用肩推擠一切瘦弱的羊，又用角牴撞，使
牠們四散在外；22 所以，我要拯救我的群羊，牠們必不再作掠物；我也
要在羊和羊中間施行審判。23 我必在他們之上立一牧人，就是我的僕人
大衛，牧養牠們；他必牧養他們，作他們的牧人。24 我─耶和華必作他
們的上帝，我的僕人大衛要在他們中間作王。這是我─耶和華說的。
馬太福音 25:31-46
31「當人子在他榮耀裏，同著眾天使來臨的時候，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
上。32 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人分別綿
羊、山羊一般，33 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34 於是王要向他
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
的國。35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流浪在外，
你們留我住；36 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
監獄裏，你們來看我。』37 義人就回答：『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
了，給你吃；渴了，給你喝？38 甚麼時候見你流浪在外，留你住；或是
赤身露體，給你穿？39 又甚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獄裏，來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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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40 王回答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做在我弟兄中
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41「王又要向那左邊的說：
『你
們這被詛咒的人，離開我！進入那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裏
去！42 因為我餓了，你們沒有給我吃；渴了，你們沒有給我喝；43 我
流浪在外，你們沒有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沒有給我穿；我病了，
我在監獄裏，你們沒有來看顧我。』44 他們也要回答：『主啊，我們甚
麼時候見你餓了，或渴了，或流浪在外，或赤身露體，或病了，或在監
獄裏，沒有伺候你呢？』45 王要回答：『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
沒有做在任何一個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沒有做在我身上了。』46 這些
人要往永刑裏去；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裏去。」
以弗所書 1:15-23
15 因此，我既然聽見你們對主耶穌有信心，對眾聖徒有愛心，16 就不
住地為你們感謝上帝，禱告的時候常常提到你們，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
的上帝，榮耀的父，把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賜給你們，使你們真正認
識他，18 照亮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呼召你們來得的指望是甚
麼，他在聖徒中所得榮耀的基業是何等豐盛，19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些信
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這是照他的大能大力運行的。20 這大能曾
運行在基督身上，使他從死人中復活，又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21 遠超越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權能的、統治的和一切有名號的；不
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越了。22 上帝使萬有服在他的腳下，又使
他為了教會作萬有之首；23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講

道

----------- 講題：「注目主供應」----------- 張國良牧師

回 應 詩

------------------------------------------------------ 眾 立
《活出愛》
有一份愛從天而來，比山高，比海深。
測不透、摸不著、卻看得見。
因為有你，因為有我，甘心給，用心愛。
把心中這一份愛活出來。
耶穌的愛激勵我，敞開我的生命。
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
耶穌的愛點燃我，心中熊熊愛火。
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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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獻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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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獻禮文》-------------------- 眾 立

獻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分享分擔．同蒙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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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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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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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之人

恩上加恩

收割節感恩主日今週隆重舉行
收割節感恩主日是教會定為全體信徒每年向上帝感謝恩典的節期，於每
年秋天舉行。農村信主同道在農產秋收之後，因感於五穀豐收有賴於上
帝所賜風調雨順，所以於這節期大量奉獻瓜菜果穀，表示感謝神恩。居
住城市之主內弟兄姊妹從事工商業之成就，雖不限於秋天，但能與農村
的主內同道選定相同的時間，獻上謝恩祭，頌讚上帝，應是極有意義之
節日。
本會各堂會同時舉行感恩崇拜，敬希主內同道數算神恩，例如︰
身體靈魂得蒙保守平安，工作事業獲得進展成就
新婚、添丁、壽辰、病癒，樣樣都是神恩
新居、升學、畢業、陞職，事事都應感謝
神恩數算不盡，難道我們像十個痳瘋病人得醫治，只有一個回來感謝耶
穌麼？因此，我們謹以至誠，請主內弟兄姊妹以虔誠謙卑之心赴會，共
同感謝神恩，並接受上帝今後所賜新的恩典。
本堂今年收割節奉獻之款項半數撥交總議會教牧人員退休頤養基金，半數
作為本堂經常費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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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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人，兒童 23 人，。獻金總額：$17,758.70。
3 本年度的立約表上主日已分發給大家，祈望各人為能持守此約而感
恩，亦為不足之處繼續仰望神的恩典。
4 2021 年度信徒會友代表選舉：凡本堂成年會友皆有選舉權。請向領導
團 / 組長領取選票並踴躍投票，禱告後圈選不得多於 11 位(圈選多了
作廢，圈選少了仍有效)。於 11 月 22 日(今日)中午 12 時正前擲入投票
箱。*如不慎遺失選票，可直接與余明思幹事聯絡補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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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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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兒 童 洗 禮 、 轉 會 /轉 堂 申 請
【如教友欲參加轉會禮、兒童洗禮，請向牧師報名(截止日期︰11月29日)，如
有任何疑問，請向牧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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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環保出一分力
本堂將試推行電子化周刊
QR Code 二維碼

 請掃一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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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代禱事項
1. 堂會禱告：主啊！讓我們親身體會上帝的臨近，恩典的臨在，好叫我
們生活中有祢的同在。聖靈啊！在感恩節期裡，開我們眼睛，讓我們
見到世上有需要的人，學會與人分享，在困惑處境中能結伴同行。
2. 為事工及小組代禱：請為各小組的事奉人員代禱，求主施恩，在疫情
間需要更多主內聯繫，彼此關懷的行動，求主讓各事奉人員發揮主的
恩賜，彰顯愛與關懷，看顧主內羊群。請為 2021 年堂區會教友代表選
舉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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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疫情下住院的弟兄姊妹及家人禱告，求主同在並賜下
安慰。
4. 為校園禱告：為大埔循小按衛生防疫中心指引停課７天，願各學生在
家網課學習有果效，為教職員在各轉變裡，能發揮各項預備計劃。在
十一月感恩週的節期，求主讓一眾老師與同學體驗感恩的人生，亦為
生活的細節中，追尋上帝的恩典施予，發現恩典，每事感恩。
5. 為校園禱告：循幼按教育局停課十四天，教職員面對轉變而來的挑戰
和改變，求主記念。請為幼稚園新生報名及面試順利完成，感謝恩主。
面向未來新生，求主讓教會學校成為社區的祝福。
6. 為社會祈禱：請繼續為香港的疫情禱告，第四波疫情開始嚴重，願主
顧念。求主讓政府新的防疫政策有效減退疫情，嚴守海外人士來港的
防疫措施，又到位的應對本地個案，深願
政府及市民同心做好防疫工作與生活。請
為香港經濟及失業者禱告，求主賜予各種
出路。亦請為香港的政治狹縫處境禱告。
7. 為世界代求：請為世界在疫情下的經濟變
化禱告，部份國家無力解決疫情困難，著
力重啟經濟活動，心感無奈，求主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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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崇拜守時．敬主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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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達我們對弟兄姊妹的
關愛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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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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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堂防疫溫馨提示
香港疫情雖然有緩和趨勢，但我們仍需與全港市民同心抗疫，避免
加重醫療系統的負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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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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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堂同工、信徒及新來賓，如 14 日內曾與確診者有接觸，請自
行留在家中隔離 1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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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區 ：月會(隔月第四週六晚上7:30)
兒童區
：(幼稚園至初小級)-主日上午10:00
家長小組︰週四下午1:30 (小學)
長青區
：主日崇拜後至下午12:30
青少年區 ：
詩班練習 ：主日上午9:00-9:50
青年團契 (職青)－第一主日下午1:30
舞動心靈敬拜隊練習：週四晚上7:30
FIND團契 (大專至初職)－主日下午1:00
敬拜隊練習 ：週五晚上8:00
Ark團契 (高中)－主日上午11:30
圖書部開放 ：主日崇拜前15分鐘（其他時間自助借閱）
IG小組 (初中) 第二、四 週六下午4:30
主日祈禱會 ：主日上午9:30 (小學)
烈風團契 (高小至初中)－週六下午2:30
週六晨禱會 ：週六上午7:45 (幼稚園)
基督女少年軍33分隊－週六下午2:30

〈主日/節期〉
22/11 收割節感恩主日
29/11 將臨期第一主日
感恩事奉主
〈主題〉
信靠主引導
以西結書 34:11-16, 20-24、
以賽亞書 64:1-9、
馬太福音 25:31-46 、
〈經文〉
馬可福音 13:24-37、
以弗所書 1:15-23
哥林多前書 1:3-9
張國良牧師
〈講員〉
陳潔芳宣教師
徐寶輝
〈主席〉
林婉嫺
邱寶麗
〈讀經〉
羅嘉洪
趙苑如
〈司琴〉
趙苑如
敬拜隊
〈敬拜〉
敬拜隊
羅卓賢(組長)、黃志恒、袁凱琪、
何慧儀(組長)、蔡峰勝、許海珍、
〈領導團〉
莫煦頤、邱寳麗、林敏怡。
鄭金勝、劉愉英、楊炳成、歐素貞。
以利亞組 以斯帖組
〈祈禱閣〉
喜樂組
--〈投影片製作及播放〉
羅卓賢
何榮忠、徐寶輝、周華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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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偉斌、黃信榮、鄧惠強、
每週由不同組員配搭
黃健文、區志榮。
黃健文、區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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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