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大埔堂 

獻堂五十九週年暨自理堂四十九週年 

感恩崇拜程序 

日期：二零一五年七月五日(上午 10:30)  地點：大埔三育中學禮堂 

主席：李偉權長老             講員： 

主禮：陳紅蓮牧師             司琴：李善慈姊妹 

襄禮：譚溢泉牧師、張惠蓮牧師、左豐宜長老、王倫瑞長老、馬傑智長老、 

許穎斌長老 

一. 著 往  ................................... 琴音引進..................................  眾 立 

二. 宣 召  ................................. 詩 118:24 ...................................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主 席 

三. 詩歌敬拜  ............. 熱烈敬拜、聖潔的你、以愛奉獻 ....................敬拜小組 

四. 祈 禱  .........................................................................................  張 牧 師 

五. 讀  經  .................... 太 24:12-13、詩 116:12-14 .......................  左 長 老

六. 歌   頌  .................................. 從心合一 .......................................  詩 班 

七. 十 誡  ........................................................................................  主 禮 

八. 認 信  ................................... 阿們頌 ........................................  立 誦 

九. 唱 詩  .......................... 禮賢心(頌主 415) ...............................  會 眾 

十. 講 道  ... 敬虔到底、相愛到底(路 2:40-52、約 19:25-27) ....  蔡 牧 師 

十一. 祈 禱  ....................... 主禱文、榮耀頌 ....................................  譚 牧師 

十二. 奉 獻  ................................. 堂慶奉獻 .......................................  
王 長 老 
馬 長 老 
許 長 老 

十三. 唱 詩  ....................... 禮賢會大埔堂堂慶歌.............................  立 唱 

十四. 報 告  ........................................................................................  左 長 老 

十五. 讚美詩  ................................... 三一頌 .........................................  主 禮 

十六. 祝 福  ................................... 阿們頌 .........................................  主 禮 

十七. 散 會  ........................................................................................  會 眾 

崇拜前請關掉手提電話  / 行動不便者在唱詩或祈禱時不必站立 



讀經                                                 

《馬太福音 24:12-13》 

12 因為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漸漸冷淡了。 

13 但堅忍到底的終必得救。 

《詩篇 116:12-14》 

12 耶和華向我賞賜一切厚恩，我拿甚麼來報答他呢？ 

13 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 

14 我要在他的全體百姓面前 向耶和華還我所許的願。 

 

詩班歌頌                                                

【從心合一】 

當我們合一敬拜和禱告，神就開始動工在我們當中；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祂的道路遠超過我們的。 

從心合一，同心合意，當我們放下自己心意， 

為大使命獻上自己。從心合一，同心合意， 

讓我們先求神國和義，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向這世界為主發光，合一尋求神國度藍圖。 

不在乎自己，體貼神心意，使用我們走遍世界各地。 

從心合一，同心合意，當我們放下自己心意， 

為大使命獻上自己。從心合一，同心合意， 

讓我們先求神國和義，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唱詩

【禮賢心】 

1. 創始成終父愛深，燈台堅立耀古今，

晴陰朗晦恩無間，纖纖芥籽葉成蔭。

2. 萊茵河邊禮賢根，禮賢差會播道殷，

難關戰禍安然過，福杯共享證神恩。

3. 願為福音獻此生，新葡喜見歲月增，

齊心努力速傳道，一生為主作明燈。

副：月換年，夏換秋，月月年年父庇祐， 

    禮賢心，禮賢情，禮賢心志傳主名。 

唱詩    

【禮賢會大埔堂堂慶歌】 

曲：吳楚銘弟兄  詞：楊慶球牧師  編：林子峰弟兄 

吐露灣畔 大埔灘頭 禮賢會堂 繫我心 

風雨同舟  靈裡長成 當年也有渡重洋 覓理想 

滄海桑田 主恩佑 堅守崗位 哪懼變遷  

穿梭千禧 新建會堂 傳揚福音身心靈得醫治  

當讚美 神的作為 宣講真道 服侍社群  

來見證主 稱頌主救恩 願我一生頌讚主彰顯主愛



講道經文

《路加福音 2:40-52》 

40. 孩子漸漸長大，強健起來，充滿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典在他
身上。

41. 每年逾越節，他父母都上耶路撒冷去。

42. 當他十二歲的時候，他們按著過節的規矩上去。

43. 守滿了節期，他們回去，孩童耶穌仍舊在耶路撒冷。他的父
母並不知道，

44. 以為他在同行的人中間，走了一天的路程才在親屬和熟悉的
人中找他，

45. 既找不著，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46. 過了三天，他們發現他在聖殿裏，坐在教師中間，一面聽，
一面問。

47. 凡聽見他的人都對他的聰明和應對感到驚奇。

48. 他父母看見就很驚奇。他母親對他說：「我兒啊，為甚麼對
我們這樣做呢？看哪，你父親和我很焦急，到處找你！」

49. 耶穌對他們說：「為甚麼找我呢？難道你們不知道我應當在
我父的家裏嗎？」

50. 他所說的這話，他們不明白。

51. 他就同他們下去，回到拿撒勒，並且順從他們。他母親把這
一切的事都存在心裏。

52.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上帝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約翰福音 19:25-27》 

25. 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有他的母親、姨母、革羅罷的妻子
馬利亞，和抹大拉的馬利亞。

26. 耶穌見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母親說：「母
親，看，你的兒子！」

27. 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從那刻起，那門徒就接她
到自己家裏去了。



大埔堂聚會及探訪一覽表 
  崇拜：週六晚堂 18:00、主日早堂 8:30、中堂 10:00、午堂 11:30、少青崇拜主日 10:00# 

  聖餐：第四主日（晚、早、中、午堂）、第二主日（少青崇拜） 
  主日學：成人(信徒培育課程)：主日 9:00、10:00、11:30；兒童︰主日 10:00、11:30 

  晚禱會：週三 20:15-21:15、週六祈禱會：週六 10:00 

  家庭探訪：週四下午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安富道中心 

部 團契/小組 恒常聚會時間 負責人 下次聚會日期 

兒童 基督少年軍─初/中級組   週六 17:00 關秉傑 11/7 

青少 

但以理團─中一至中二＃ 主日 11:30  黃日貞 12/7 
提摩太團 ─中三中五＃ 主日 11:30  黃日貞 12/7 
大  衛  團─中五-大專＊ 週六 15:30 黃日貞 11/7 
路  加  團─中六-大專＃ 主日 11:30 黃卓風 12/7 
約 書 亞團─大專 週六 16:00 黃日貞 11/7 
約拿單團 ─大專/職青＊ 週六 20:15  黃卓風 11/7 
撒母耳團 ─職青 週六 20:00 – 查經 黃卓風 11/7 

青壯 

雅  各  團─職青  週六 20:00 – 查經 關秉傑 11/7 
彼  得  團─職青 週六 19:45  甄德強 11/7 
伊  甸  團─成年 第三週六 16:30 蘇淑卿 18/7 
保  羅  團─中年 第三週六 20:00 – 外出探訪週 曾偉雄 18/7 
加百列組─姊妹 雙主日 14:00  張惠蓮 12/7 
利百加組─姊妹  週五 10:00 張惠蓮 10/7 
底波拉組─在職婦女 雙週六 18:00 杜紹君 11/7 
媽 媽 團 契─孩童的媽媽  週三 9:30 杜紹君 8/7 
哈拿組–姊妹 第四週四 19:45 杜紹君 23/7 
以  諾  組─職青 第二主日及第四週六 蘇淑卿 12/7 
週四男士成長組 第二週四 20:00 甄德強 9/7 
週三男士成長組 第四週三 20:00 甄德強 22/7 
雅歌夫婦小組 第二主日12:45及第四週六16:00 張惠蓮 12/7 
夫 婦 組(1) 第三週六 19:30 張惠蓮 18/7 
夫 婦 組(2) 第一週三 20:00 甄德強 8/7 
活水組─病患肢體或家人 第一主日11:30及第三週六10:30 杜紹君 18/7 
烹飪事奉組─有心烹飪服侍 週二 9:00 張惠蓮 1/9 
讚美操組─所有人士 週一至四9:00 ,五8:45,主日12:00 張惠蓮 --- 
查經達人組 不定期 蘇淑卿 19/7 

常青 

路  得  團─長者/退休 雙週二 14:00  陳紅蓮 14/7 
金色年華組─長者/退休 週五 9:45 陳紅蓮 10/7 
福音粵曲組─福音粵曲服侍 週五 14:00 陳紅蓮 4/9 
弟  兄  組─長者/退休 第四週日 14:30 王倫瑞 26/7 
長者成長班─長者/退休 週三 10:30 曾偉雄 8/7 

差傳 

關懷歷奇祈禱組 第三週主日 12:45 鄭詠琴 19/7 
關懷 Brian & Karrie祈禱組 第二週二 20:00 鄭詠琴 12/7 
關懷柬埔寨祈禱組 第一週六 17:15 鄭詠琴 1/8 
關懷靈彩祈禱組 第一週六 16:30 葉彬華 25/7 



報告事項  
1. 歡迎參加本堂崇拜的新朋友。另蒙蔡少琪牧師擔任崇拜講員，本堂

謹此致謝。 

2. 凡已報名參加今晚在明星皇宮舉行的堂慶感恩聚餐兄姊，請準時晚

上 6:00 出席。 

3. 召開堂董會：7 月份堂董會定於 5/7(本主日)午堂崇拜後，下午 1:30 

 在教會一樓副堂舉行，請各長執及同工屆時出席。 

4. 全堂事奉人員退修講座︰由楊朱麗娟師母帶領探討如何討主喜悅的

事奉，分題一「一生的職業、一世的事奉」於 18/7(週六)晚上 8:00

在禮堂舉行；分題二「蒙主喜悅的事奉」於 19/7(主日)下午 2:00 在

禮堂舉行。誠邀各部及小組事奉人員參加。 

5. 常青部︰ 

a. 與社關部合辦「耶和華沙龍」，透過拍攝及服侍常青肢體，分享

主裏平安。12/7(主日)下午 2:00-3:30 於禮堂舉行，費用每位$10 

(包 3 張 4R 相片及相底)，歡迎常青部肢體參加，請向甄宣教師及

曾傳道查詢及向幹事報名。 

b. 7/7(週二)下午 2:00 在本堂三樓會議室舉行職員培訓聚會，內容：

彼此相交、建立及學習，誠邀常青部現任事奉肢體及有心志事奉

長者的肢體參加，查詢請與陳紅蓮牧師或曾偉雄傳道聯絡。 

6. 青壯部︰由本年 7 月份起，青少部的雅各團將歸入青壯部，由關秉

傑宣教師負責，求主帶領團契的適應及發展。 

7. 青少部： 

a. DSE 放榜祈禱會於 14/7(週二)晚上 8:00 於安心舉行，歡迎兄姊出

席一同打氣及為年青人禱告。 

b. 將於24/7-26/7(週五至日)在信義會榮真營舉辦青少年暑期營會｢自

由 JUMP｣，一同尋找真正的自由國度!對象為中學及大專生。費用

每$250 (本主日截止報名)。歡迎向青少部同工聯絡。 

8. 兒童部︰ 

a. 招募 2-3 位助理導師協助英語詠春班，資格：年滿 17 歲及愛小朋

友，職責：協助導師及管理秩序，日期：1,8,15,22,29/8(週六)，

時間上午 11:00-12:30，有意者請與關秉傑宣教師或幹事聯絡。 



b. 兒童水彩畫、兒童少年空手道、少年英語詠春的興趣班於 7-8 月

間舉行，對象為兒童及少年人，詳情請參閱海報。 

9. 同工消息：李玉珠幹事於 7/7 放假、黎志浩堂務助理於 8-10/7 放

假、黃卓風傳道於 9/7 放假，黃安琪幹事於 7-10/7(逢下午) 放假。 

10. 行政部： 

a. 本堂聘請兼職幹事一名，負責行政及文書等工作。應徵者須已領

洗基督徒、有中學或以上程度、中英文良好、處理一般電腦文書

工作及中文輸入，須於星期六、日及平日一天上班。有意應徵的

兄姊請繕寫申請信及履歷，致本堂幹事部收。 

b. 本堂聘請兼職堂務助理一名，負責教會庶務、外勤、保安、清

潔、搬運等、略懂簡單水電維修，須週一至週六晚上及週日下午

上班(週三為例假)，有意者請與本堂幹事聯絡。 

c. 奉獻報告(1/6－7/6)總奉獻$131,853.2 
早/中/午/晚堂：$2,044.5/ $6,240.2/ $5,224.2/ $2,683.7   少崇：$361.7、 
主日學：$328.9、常費：$45,970、感恩：$14,500、擴建：$14,900、 
堂慶：$1,400、差傳︰$2,400、本地宣教︰$100、外地宣教︰$3,400、 
神學：$300、中國事工：$2,400、代轉：$29,600 

11. 區會消息： 

a. 福利部定於 22/7(週三)在港島區舉行「售旗日」，現招募兄姊參與

以下活動(詳情請參閱海報及單張)： 

i. 戶外售旗，現招募多名義工，請踴躍參與。可向幹事登記。 

ii. 勸捐信用作自用捐款或寄給親友作募捐之用，請向幹事索取。 

iii 現進行「名譽旗」內部售賣，兄姊可向本堂幹事購買。 

b. 青年部將於 16-18/8(週日至二)在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舉辦

「青少年讀經營」，主題為「有前冇後」，研讀經卷為腓立比書，

對象為中學生及大專生，費用$300。截止報名日期為 19/7。報名

及查詢請聯絡黃卓風傳道。 

12. 機構消息：感謝主，今年我們成為「港九培靈研經會」的大埔其中

一個轉播站，願上帝繼續使用教會服侍大埔社區。現招募兄姊協助

擔任「港九培靈研經會」招待，日期︰1/8 - 10/8，時間︰(一)上午

9:15-11:05、(二)上午 10:45-12:35、(三)晚上 6:30-9:30，鼓勵兄姊選

擇協助一段或多段時間。詳情請與甄德強宣教師或幹事聯絡。 



 

5/7-11/7/2015 感恩與代禱 

星期日 
5/7 

為教會 59 週年發展感恩禱告，求主帶領信徒實踐靈命

進深、敬拜更新。 

星期一 
6/7 

記念在穆斯林群體仍進行齋戒月至 17/7，祈求聖靈工

作、基督徒的見證、傳福音新途徑被開發出來（衛星電

視、網路、手機等），也保守現服事群體的宣教士。 

星期二 
7/7 

為幼稚園家長外展事工禱告，求主讓教會將福音帶進

幼稚園家長當中，讓他們認識主的救恩。 

星期三 
8/7 

為教會患病肢體禱告，求主憐憫及施恩於家人，使他

們在困難中，仍然依靠主的帶領，對主的信心不動

搖。 

星期四 
9/7 

為教會第三齡事工發展禱告，讓教會協助退休信徒尋

索人生新的召命，發揮上帝賜給他們的恩賜，活出合

乎上帝旨意的豐盛人生。 

星期五 
10/7 

在台灣粉塵爆炸事件中，導致 2人死亡，及 300多位少

年人中度或嚴重燒傷。求主憐憫家人，安慰他們的傷

痛。又為那些仍在苦痛折磨的傷者祈禱，求主醫治他

們，救他們脫離苦難。為醫療人員祈禱，求主賜他們

忍耐和精力，醫治傷患者。 

星期六 
11/7 

為「創出新 teen」的暑期活動禱告，求主帶領各項活動
順利進行，更讓年青人享受其中。 

 



本主日崇拜司事人員 

場務統籌 孫志成執事 

禮堂招待長執 黃瑞瑜執事 

插花 李敏儀姊妹 

影音控制員 黃冠成弟兄、林國良弟兄 

禮堂招待 陳翠華姊妹、劉麗珠姊妹、曾妙蘭姊妹、余麗娥姊妹、 

劉若姬姊妹、黃維君弟兄、李玉芳姊妹、唐曉沖弟兄 

佈置 蘇杏歡姊妹 

接待處招待 蘇智新弟兄、張嘉露姊妹、朱觀蓮姊妹、袁美珍姊妹 

雜務及搬運 游裕昌弟兄、游裕堅弟兄、倪  鏘弟兄、鄭景安弟兄、 

陳欣俊弟兄、戴斯諾弟兄、陳榮燊弟兄、李  默弟兄、 

謝昊知弟兄、陳健昇弟兄、哈海威弟兄、劉廣輝執事 

攝影 謝學章執事、陳必豪弟兄 

收奉獻 張栢軒執事、王蕙芝執事、李英志執事、劉廣輝執事、 

莫惠鳳執事、俞蘊潔執事、許惠儀執事、郭禮豪執事、 

張少基執事、沈美芬執事、朱麗薇執事、葉綺雯執事 

 

顧問牧師： 楊慶球牧師 

署理堂主任： 左豐宜長老 

傳道同工： 陳紅蓮牧師、譚溢泉牧師*、張惠蓮牧師、關秉傑宣教師、 

甄德強宣教師、黃日貞宣教師、蘇淑卿宣教師、 

鄭詠琴宣教師、曾偉雄傳道、黃卓風傳道、杜紹君傳道、 

黃秀儀傳道*、鍾郭倩娜傳道*#、陳劉定銀助理傳道# 

福音幹事： 李玉珠姑娘、麥美玲姑娘* 

幹    事： 黃安琪姑娘、謝秉皓先生、徐珊珊姑娘、吳詠儀姑娘*#                                

*大埔金福堂  #部份時間 

大埔堂： 

上主日聚會總人數：827 

大埔金福堂： 

‧上主日聚會總人數：105 

成人崇拜：85 

福音園地︰20 

‧主日學人數︰11 

長者 5 /成人 5 /青少 1 

‧崇拜人數五堂合共：729 

少崇：51、晚堂：106、 

早堂：125、中堂：220、午堂：227 

‧兒童主日學崇拜：98 

培育課程：14 週六/晚祈禱會：12/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