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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道

如何面對人生種種的失去（許佳璇姑娘）

效法基督~主的價值觀：耶穌說：「我的食物就是
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約4:34）
家事分享
黃仲麒牧師
本月金句

黃仲麒牧師
禱告守望

守望香港、世界
祝

福

三 一 頌

黃仲麒牧師
普天之下萬國萬民，齊聲讚美父、子、聖靈，
三位一體同榮同尊，萬有之源，萬福之本。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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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筆記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二日

講

員：許佳璇姑娘

題

目：如何面對人生種種的失去

經

文：傳道書 3:2-8；羅馬書 5:3-4；哥林多後書 1:4-11

(一)面對失去的哀傷範疇: 關係、情感、工作、身體、期望、環境

(二) 面對失去的錯誤想法
1. 人人想成為赢家
2. 經歷失去的人，常會成了罪魁禍首的謬論
3. 習以為常，被困在失去的悲傷

(三) 面對失去，潛藏的改變和成長
1. 人生在「得」與「失」交替中成長
2. 失去，讓人知道自己不是在掌控的位置
3. 生命並不只這個身體，也包括屬靈的品質

日期

講員

3 月 29 日

楊東英姑娘

4月5日

黃仲麒牧師

4 月 12 日

車麗媚姑娘

講題

綠袋奉獻

上帝的指紋
新興宗教關注事工
以斯帖記選讀
這次疫情給我們的啟示
柬埔寨宣教事工
太 24：32-44；
25：1-13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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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社事工

家事分享：
項目/日期

對象/地點/時間

詳情

*1 今主日（22/3）及 29/3(下主日)暫停崇拜及所有聚會，直至另
行通知。另請會眾到教會網頁留意最新消息的進展。
*2 「守望香港禱告會」：3 月 22 日(本主日)早上 11：00 在福音
中心舉行，誠邀各會眾一同參加，為香港切切禱告。
3 鑑於 「新型冠狀病毒」仍然嚴峻，教育局已宣佈全港學校延長
停課期，不早於 4 月 20 日復課。為減低兒童受感染的風險，本
會之幼兒級（K1-2）和 Awana(K3-小 6)聚會也將暫停至 19/4(日)。
*4 26/4 舉行月會：其中一項討論聘請傳道人：楊麗珊姑娘。她的
基本個人資料張貼在壁報板上，會眾可前去了解。查詢：黃牧
師，陳牧師和各執事。
5 探訪本區長者活動：本會將在 26/3（四）下午 2：00-4：30，
與仁愛堂長者中心合作，探訪本區的長者家庭，派發口罩，並
關心問候。有意者，請用 whatsapp 與黃牧師聯絡。
6 3-4 月份之福音午餐會暫停，敬請留意。
7 「40 天默想基督的受苦」冊子：
4 月份是記念主耶穌的受苦和復活的日子。教會靈修部製作一
本冊子：「40 天默想基督的受苦」，日期：4/3--12/4。已上
載教會網頁，會眾可自行下載使用。盼望大家在此疫症流行之
下，想念基督的恩情，默念祂的大愛。
8 財務部：各兄姊如曾轉帳入本會之匯豐銀行戶口，請儘快交
回收據並填寫奉獻封，以便跟進，否則 3 月 29 日後，會將該等
奉獻以無名氏作感恩奉獻處理。
奉獻財政年度(2019 年 4 月-2020 年 3 月 31 日)結算會在 3 月
29 日截止，各兄姊如以轉帳方式奉獻，務必於 3 月 29 日或前
將收據並填寫奉獻封交回，否則奉獻將會計算入下年度，敬請
留意。

生辰快樂
鄧 健 華弟兄(26/3)

第3頁

疫症期間，大埔主恩浸信會的奉獻方式：
因應疫情流行，若弟兄姊妹作出奉獻，可以透過以下方式來進行：
1.支票奉獻：抬頭請寫「大埔主恩浸信會」或「TAI PO GRACE
BAPTIST CHURCH」。 請在支票背後註明姓名、電話和奉獻項目，
並將支票影像，WhatsApp 到 56134502；或電郵到
tpgbc@hotmail.com，然後郵寄至「新界大埔運頭塘邨運亨樓地下
大埔主恩浸信會收」。
2. 銀行轉帳：直接存入/轉帳至本會「匯豐銀行」戶口 557-8-069170，
或「東亞銀行」戶口 015-151-10-27615-0。 請在銀行存款單或信息
上註明姓名、電話和奉獻項目，然後影像，WhatsApp 到 56134502；
或電郵到 tpgbc@hotmail.com。
3. 使用網絡銀行服務作轉帳／轉數快：可轉帳至本會「匯豐銀行」戶
口 557-8-069170，或「東亞銀行」戶口 015-151-10-27615-0。 然後
影像，WhatsApp 到 56134502；或電郵到 tpgbc@hotmail.com。信息上
請註明姓名、電話和奉獻項目。
4. 會眾亦可親身前來拿取奉獻封填寫，並投入奉獻箱內。記謹先致電
同工，了解教會開放時間。
**請謹記及儘早提供銀行轉帳存款單或信息，以便核對奉獻資料
若無填寫奉獻項目，一律撥作感恩奉獻。**

本會 2020 年目標奉獻：
擴堂奉獻
(福音中心)

十一／
經常奉獻

感恩奉獻

其他奉獻

預算總收入

預算總支出

目標

$400,000

$3,800,000

$400,000

$560,500

$5,160,500

$5,076,215

現時
累積

$42,200

$477,120

$76,012

$82,226

$677,558

$69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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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書 ◎
疫情下的教會

黃仲麒牧師

在疫情之下，按我所知，經過了 2 月至 3 月的時間，一般教會
較多暫停崇拜和各項聚會，但有一定量的教會保留崇拜聚會直至今
天，沒有停止。（這方面也引起不少的意見交流）
到了現在對這疫情消化了一段日子，各行業陸續嘗試讓員工返
工，當然做足一切預防措施。（難過的是，有些行業遇上寒冬的日
子，而有些則結業）
而近日，教會界就在討論何時恢愎實體崇拜，因明白網上崇拜
只是暫時的舉措。（這方面也引起不少的意見交流）教會停擺得太
耐，各樣牧養的問題陸續浮現。真是難以抉擇。
今天(17/3)從新聞中知道特首公佈：按目前情況 4 月 20 日全面
復課已無可能。（期望疫情短時期會過去，則似乎是奢想。而袁國
勇醫生曾說未來 2-3 年疫症仍流傳，只是有些時間會緩和些）
估計，未來教會聚會會暫停得更長久。如此，現今我們更要思
想使用網絡科技來作聯繫和牧養。究竟如何做？如何發展？其質
素，效果？可服侍多少人？長者群體又如何呢？……
耶穌基督設立教會有四個基本功能：崇拜、團契、培育（門
訓）和佈道。網絡科技可怎樣幫助我們落實的回應，且要有質素和
效用？ 又或網絡科技和實體聚會可在怎樣的程度、範圍下可彼此
配合，相輔相成？
我沒有答案，也請大家代禱。同工們在往後的日子要思想，要
從神那裡尋求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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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肢體代禱：
姓名
近況、代禱
簡宜強弟兄
甲狀腺癌症第二次癌症復發，並擴散至身體
（陳婉明傳道丈夫） 肺部及氣管。感謝神食用標靶藥作治療見有
成效。但近來睡眠質素及腸胃較差，求神繼
續醫治及保守，特別在疫情中不要受到感
染，求神賜下力量與信心向前行。
馬斯鴻弟兄
中風。已出院。在家繼續學習吞嚥、說話、
(長者，本會會友)
行路，盼有所改善。

一周禱告事項：
*星期日

教會聚會暫停，但渴慕主的心及肢體相交仍不停，盼會
眾之間彼此守望，並個人繼續追求成長。

*星期一

在全球大流行的情況下，不少行業受到衝擊，進入寒冬
的日子，求主給予援助。

星期二

為確診者代禱，其自身免疫系統得以增強，產生抗體，
自我治療。

星期三

為前線醫護人員有足夠防禦衣物供應（聽聞存貨可維持
2 個月），保守他們平安、無懼及能掌握治療肺炎病者
的用葯方法，能有效治療。

星期四

為能研製出治療新冠肺炎的藥物代禱。

星期五

為一些從國內回香港考 DSE 的學生代禱，求主看顧。

*星期六

電

歐美疫症傳播很快速，求主醒覺眾人的心，加強防範。

教會辦事處：運頭塘邨運亨樓地下(幼稚園內)
電 話：2638 2827 傳 真：2685 1890
郵：tpgbc@hotmail.com
網 址：tpgbc.org.hk

福音中心：大埔汀角路51A號太平工業中心第四座9樓4室
電

話：3615 8408 / 3615 8409

第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