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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崇老師及協助導師當值表
幼兒級

二零二一年九月五日

兒童/高小級

29/8 成人崇拜54人；兒童崇拜23人； 1/9護老院崇拜14人；28/8少青崇拜: 33人；合共124人(遲到23人)

~ 5/9 本主日獻花 : 招玉鳳、 蔡國榮 ~

【勞碌的再思】
「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有一件虛空的事：有人孤單無二，無子無兄，竟勞碌不息，
眼目也不以錢財為足。他說：我勞勞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樂，到底是為誰呢？這
也是虛空，是極重的勞苦。」(傳四 7~8)
勞碌是一件奇妙的事，它的價值並不取決於它自己本身，在傳道書看來，勞碌做
甚麼及因為它賺取了多少金錢等都不重要，重要是要回答「為誰勞碌」這個問題。當
然，勞碌本身做甚麼及賺多少錢是很重要的問題，因為這涉及勞動者的興趣與生活甚
至生存的問題，但這些問題都不是這段經文的焦點，經文的焦點，就是「為誰勞碌」
的問題。
經文的第 8 節在原文看來是一個句法：「有一」(There is one) ；「沒有二」(There
is no two) ；「他沒有子及兄」(There is no son and brother for him) ；「他
的勞碌沒有終結」(There is no end for all his toil) 。
由以上的句法可見，經文講述有一個「有」及三個「沒有」，說明當中的主角只
是孤獨一個人，而這位主角沒有「二」，沒有「子及兄」，而他的工作及勞碌也沒有
終結。這種一個「有」及三個「沒有」的對比反映了很多人的勞碌狀態，就是那些只
為自己而勞碌的人，他一生的勞碌都沒有為到誰，只是為了自己，所得到的勞碌成果
只留給自己，而他的勞碌沒有終結的日子，日復日的勞碌，也沒有人能分享他的成果。
經文提到「眼目也不以錢財為足」，這是一種對現狀的描述，由於這人只是獨個兒勞
碌，也沒有人分享他的金錢與成果，所以他可以很快的儲蓄很多金錢，而當他的眼目
望見這些金錢，也不會因為金錢的增多而得到任何滿足。
這個人勞碌的情況並不一定指這人是單身或沒有親人，而是指一種只為自己而活
的人，或者是那種人的勞碌是只為自己一個的人，這個「一」可以解作單身，也可以
解作孤身，一個人孤獨，不一定他身邊沒有人，而是這人不願意為到任何人而活，他
的勞碌也只為自己勞碌。經文說：「他說：我勞勞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樂，到底
是為誰呢？」在原文看來沒有「他說」一字，在翻譯上可以加上「他不說」，代表此
人不會思想「為誰而勞碌」的問題。然而，當一個人沒有思想「為誰而勞碌」的問題
時，這人便處於一個「極重的勞苦」，當中的「極重」可以翻譯為「不好/邪惡」，
這叫我們明白，若果要在勞碌中得福，就是思想「為誰而勞碌」的問題。因此，傳道
者說明人是一個為他者而活的人，Being-For-Others。「為誰而做？」往往都是最重
要的問題。
（轉載高銘謙牧師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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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我心志，步履主腳蹤
＊12/9 主日崇拜詩歌~~『同行的主』＊
『三一神』『當轉眼仰望耶穌』『榮雨降下』『活出愛』

本 堂 消 息
1. ※【特別鳴謝】正新書院陳兆焯校長蒞臨
本堂證道和專題講座。

雙手、全時間戴上口罩、保持 1.5 米社
交距離、避免握手等身體接觸。

6. 宣道會區聯會 8 月份宣訊期刊：
https://cmacuhk.org.hk/2021
/08/12/260-%e5%ae%a3%e8
2.【聖餐主日】定於 19 /9 主日舉行，由宣
%a8%8a/
道會元基堂堂主任黃永強牧師證道及施
聖餐，請會眾預備心靈虔守主餐。
家 園 代 禱

3. 林浩文弟兄的父親林國華弟兄，因第
四期癌症現時身體較虛弱，求主保守
國華弟兄信靠主的心，有主同在走前
面的路程。

3.【視像月禱會】定於 14 /9 (周二) 晚上
8：30-9：30 舉行，鼓勵會眾預留時間
出席參與，在疫情下彼此緊密守望。

4.吳柱梅姊妹的弟弟吳炎軒弟兄，因肺
部不適， 1/9 入院治療，求主賜下平
安和同在得著醫治。

4. 教會【9-10 月】行事曆安排的活動如下：
※5/9

今天崇拜後舉行專題講座
【講座主題: 疫境同行的秘笈】
下午 12:15-1:30
講員: 正新書院陳兆焯校長

（一）各部及牧區代禱：
1. 堂委會：
在 15 / 8 屯門堂執事會一致通過推薦本
堂向區聯會申請自立的安排，求主保守
區聯會的跟進，盼望順利完成本年自立
的安排，求主帶領市宣家未來發展的方
向，讓我們更同心成為一間實踐大使命
的差傳教會。

2. 伉儷牧區：
屯門區宣教體驗日
‧ 9 月份家長的子女 陸續開學 ， 求主
（吳金煌牧師和劉月明師母主領）
記念 子女投入校園的生活 和學 習 ，也
求主 給家長智慧 與子女有美好的同行。
5.政府在 2/9 發出新聞公布，延續現行的
社交距離延長 14 天，直至 15/9。政府表
3. 兒童牧區：
示全球新冠疫情受到 Delta 變異病毒株嚴
‧ 基督少年軍共有幼級組 (5-7 歲)和中
重威脅，多個國家確診數字於短時間內
級組(11 至 18 歲)，求主記念導師和隊
大幅飆升，不少地方即使大規模接種疫
員的適應，歡迎家長邀請兒童參與，詳
苗後病毒傳播仍然死灰復燃，對本地疫
情請與蔡玉冰傳道聯絡。
情防控造成重大挑戰，有必要維持大部
分現行的社交距離措施。區聯會亦有以
（二）肢體的代禱：
下指引內容：
1.※何澄溢弟兄在 31/8 因意外受傷入
‧教會內聚會沒有供應食物或飲品（聖餐 院治療，求主保守弟兄視力和面部骨折
除外）。
早日康復，現已經出在家休養。
‧教會慣常用作崇拜地點的地方，參與人
數限制在該地點可容納場地崇拜人數
2.楊雅敏姊妹的母親蔡美玲女士，因不斷
的 50%或以下。
流出鼻血入院治療，將安排耳鼻喉科醫
‧堂址內須執行防疫措施，包括：進入舉
生作一步的檢查。求主保守美玲女士早康
行活動聚集地方人士須量度體溫，消毒

在 2019 年一個愛主家庭〈陳氏三兄弟〉
明白宣教士退休回港需要短暫居所，願
意奉獻荃灣老圍一所村屋物業作為宣教
士宿舍，感謝神今年七月差會收到地政
署批准可以重建，懇請大家禱告記念開
展的工程：
1.為此項目籌委禱告，求主賜智慧、加力
給團隊。
2.預備合適工程及顧問公司，彼此有美好
合作。
3.為將要進行的前期工程禱告，求主賜
下最合宜的方案。
若您希望對此項目了解更多，歡迎細閱
https://reurl.cc/O03e67

復，並求主賜下平安與雅敏和家人同
在。

5.待產家庭
‧李俊偉弟兄、葉嘉維姊妹伉儷
預產期 : 12/2021
‧梁皓貽弟兄、邱嘉寶姊妹伉儷
預產期 : 12/2021

17/10

差 傳 及 其 他 需 要 代 禱
1. 【黃金閣】
※疫情下物資仍短缺，求主保守當地
局勢早日穩定，讓人民能穩定的生
活。求主的話語堅固眾教會信徒的
信心，成為燈臺使病者得幫助，困
苦者得安慰，未信者得著救恩。
2.香港宣道差會【 共建「靜修恩園」】
在 2021 年 1 月錦田農地已獲城規會
批准改變土地用途，可興建名為「靜修
恩園」的靜修中心，期盼成為宣教士得
力的家園。
願景：發展成為「多功能宣教中心」
包括：宣教人員靜修場所、訓練中心
及本地跨文化教會等。

3.香港宣道差會同工吳金煌牧師和師母，
在線上與各地宣教工場主任聯絡的會議，
和 22/9 舉辦本地宣教行的活動，盼能給參
與者了解更多宣教中心的發展；求主保守
揀選合適的建築商興建宿捨，給未來宣教
士作得力的家園。

證 道 內 容
※

【為何要去？】

※

經文 : 以西結書 18：32

主耶和華說：「我不喜悅那死人之
死，所以你們當回頭而存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