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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迎難而上

林一君教師

文天祥曾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當人面對困難和逆境的時候，有人認為要迎
難而上，毫不畏懼；有人卻認為知難而退。上述兩種態度，哪一種較為理想？你會選擇哪
一個取態呢？
提筆之初，剛觀賞一場精釆的美國 NBA 籃球總決賽，它的賽制是 7 場 4 勝，對疊的
兩隊是騎士隊及勇士隊。為什麼這場球賽是十分令人鼓舞呢？因為騎士隊在總決賽開首
是連續落敗至 0-3 場數，但騎士隊沒有放棄，雖然主將占士受傷患及疾病困擾，但他們有
一股迎難而上的勇氣，最後竟後來居上，最後 4-3 反勝勇士隊而奪得 2016 年 NBA 全場總
冠軍。
使徒行傳 7:2-17 司提反言簡意賅地說出以色列先祖的迭事，主要只說了亞伯拉罕和約
瑟，他們的共通點是憑信心而走出米所波大米和埃及，約瑟自己雖未走出，屍身卻還要走
出埃及，這是他對神的應許地迦南的嚮往。信心是上帝對人一貫的要求，藉以行出祂的應
許。信心本於耶穌基督，
「本於信以致於信」
，否則也做不成基督徒，沒有對將來的信心，
也就失去今生的盼望和喜樂，也沒有力量走出現實或心境的困難。亞伯拉罕和約瑟都有一
股迎難而上的勇氣，雖然亞伯拉罕曾經軟弱，上帝對他就：「你要離開本地和親族，往我
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徒 7:3)最後他也因著信而成就上帝應許。
香港當下的大氣候，甚至經濟、工作、家庭、教會等狀況雖令人對未來感到困惑，我
們更要求上帝賜我們有一股迎難而上的勇氣，活出信心，縱然未來是一個未知數，但鼓勵
弟兄姊妹仍恆切禱告，靠著主越過一道又一道的難關，因為主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是我
們路上的光。(參詩 119:105)衪必指引我們當走的道路。
迎難而上，歡迎上帝推動我！

教 會 報 告
1. 信義中學在星期日開放至下午五時半給教會使用，各小組可善加利用。
如需要地方在星期六進行聚會，請盡早與羅啟光弟兄及黎嘉惠福音幹事聯絡。
2. 鼓勵弟兄姊妹學習奉獻，崇拜小禮堂後會張貼每月奉獻(十分之一、月捐及感恩奉獻)名單。
3. 本堂設有堂會建設的奉獻項目，為將來本堂自立的需要，弟兄姊妹如有感動可崇拜後到小禮堂
後奉獻，無論多少，最重要的是甘心樂意！
4. 奉獻本堂之支票抬頭請寫上"ELCHK Tin Yiu Life Lutheran Church"。
本堂新一屆財務團隊:羅啟光(堂委主席)、何培源(會計堂委)、陳駿志(義務會計師)
5. 2016 年堂委委員如下:
主席:羅啟光 文書:蔡冿 會計:何培源 司庫:潘翰璿
崇拜及牧養部:蘇恩傑 協助:潘翰璿 堂校事工部:溫智偉 協助:蔡冿 宣教部:李黎明 協助:溫智偉
6. 信仰研習班---聖經中的禱告
日期:7 月 10 日(日)
時間:下午 2:00
地點:信義中學地下崇拜禮堂
從聖經中深入了解禱告的大能及重要性，鼓勵弟兄姊妹踴躍參與，可向區導師或嘉惠報名。
7. 2016 心靈釋放祈禱會
日期:7 月 14 日(四)
時間:晚上 8:00-9:00
地點:信義會元朗生命堂聖堂
內容:以泰澤詩歌、抹油禮、釋放禱告等型式，幫助信徒心靈中的不安與重壓得著舒緩和釋放，
身體上的軟弱與疲累得著醫治與更新!
是次祈禱會由林一君教師和楊美玉教師負責，歡迎弟兄姊妹參與!
8. 2016 年本堂祈禱會
日期:7 月 17 日(日)
時間:崇拜後
地點:信義中學地下崇拜禮堂
9. 差遣禮---細胞小組教會宣教網絡(CCMN)暑期短宣 2016
日期:7 月 17 日(日)
時間:下午 3:00
地點:沙田鄉議局大樓 (沙田石門安睦街)
18/7-25/7 泰國南部:李敏聰弟兄、黃麒亮弟兄、黎嘉惠姊妹
18/7-25/7 印度-新德里:何凱婷姊妹
18/7-31/7 印度-喜樂城:周艷鈴姊妹
鼓勵弟兄姊妹一齊參與，支持他們、為他們禱告、差遣他們 GO! GO! GO!
10.天水圍 12 小時禱告敬拜祭壇
日期:7 月 30 日(六)
時間:早上 9:00-晚上 9:00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1 樓 101 室)
興起琴與金香爐的敬拜，讓禱告的火燃燒起來! 詳情可向嘉惠查詢。
11. 天牧青少年暑期福音活動 Running Ministry(RM)
日期:8 月 6 日(六)
時間:下午 12:00-9:00
集合地點:信義中學地下崇拜禮堂
費用: $50/人(包晚膳)，自行組隊每一隊 5 人
目的:透過不同競技活動、挑戰及敬拜晚會，讓青少年經歷團隊合作及主的大能，興起他們的生命，
讓他們在校園發揮正面影響力，轉化校園。(鼓勵弟兄姊妹參與協助，詳情可向嘉惠福音幹事查詢。)

全 年 主 題 ：屬靈轉化恆禱告 世代同工建根基
7 月份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主禮

講道

音樂事奉

讀經

兒童崇拜
(小學組)

插花

司事

7月3日

黎嘉惠姊妹

林一君教師

司他

李黎明

黎嘉儀

譚焯源

劉淑芳
譚焯源

黎嘉惠姊妹
7 月 10 日 林一君教師
(襄禮)

曾國輝牧師

司他/司琴 程德珍

郭瑞文

李黎明

黃歡容
李黎明

7 月 17 日 羅啟光弟兄

黃韻研教師

7 月 24 日 羅啟光弟兄
7 月 31 日 黎嘉惠姊妹

鍾翠嫻老師
(中國神學研究院)

袁玉山教師

司他

黎國昌

周靜文
劉靜儀

李敬聰

司琴

劉淑芳

蔡津

程德珍

司他

黃歡容

郭瑞文

呂碧英

愛心提示
1. 弟兄姊妹出現上呼吸道感染徵狀
每月金句
如發燒、咳嗽等徵狀，應戴上口罩
其實祂離我們各人不遠。
一句壞話也不可出口，只要隨著需
並及早求醫，多留在家中休息，
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於祂。
要說造就人的好話，讓聽見的人得
禱告願上帝醫治。
使徒行傳 17:27 下-28 上
益處。
2. 小組的奉獻可交學校和中心
教會辦公室辦理。
以弗所書 4:29
3. 敬請弟兄姊妹準時出席主日崇拜，
並建議九時四十五分到達
地下崇拜禮堂，預備自己的心敬拜主。
4. 為使崇拜順利進行，請弟兄姊妹於
奉獻、聖餐禮時間仍保持安靜，
以免騷擾默禱中的弟兄姊妹。
5. 差遣禮後，默禱，待蠟燭熄滅後才代表崇拜結束，弟兄姊妹方可自由離開。

李敬聰
梁禮興
程德珍
黎國昌
呂碧英
梁禮興

5 份聚會人數及奉獻
聚會

聚會時間

聚會
平均人數

慧德組 (長青) +
慧研組 (長青) +
天鷹組 (長青)

星期三 上午 10:00

16 人

Walking Man (職青)

星期日下午

2:00

6人

牧童組 (職青)

星期日下午

2:00

-人

A-part-men(職青)

星期六 晚上

8:00

-人

Blessing 添
(成青及家庭)

星期日 下午

2:00

10 人

主 日 崇 拜

星期日 上午 10:00

56 人

5 月奉獻
主日奉獻 $5,246.5
十分之一 $25,350.0
奉獻
月捐奉獻 $4,100.0
全月奉獻
總額
(包括上列 $35,596.5
及小組+
感恩奉獻)
差傳奉獻 $3,200.6

代禱事項:
1. 為本堂祈禱:
a) 為參與 CCMN 短宣的弟兄姊妹禱告，他們在 18/7 出發，求主賜他們信心、謙卑、順服的心，
明白主的心意，與隊工持守聖靈裡的合一，亦能夠與宣教士及當地教會彼此配搭，
為主輸贏得更多失喪靈魂，建立更多生命。
b) 本年度本堂主題為「屬靈轉化恆禱告 世代同工建根基」，願主預備我們的心，藉著同心
禱告，一起經歷主聖靈轉化我們的生命，靠著祂使讓生命站立得穩，在這世代中為主作鹽作光。
c) 為區牧、區長、組長、實習組長及核心組員的生命禱告，願主興起建立他們，常常經歷主的帶
領，加添信心和能力，並且明白主的心意。
d) 為堂委委員禱告，求主帶領他們，有謙卑順服的心，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並竭力保守聖靈所賜
合而為一的心。
2.
為本堂在信義中學的福音服事祈禱:
a) 為 2/7,9/7,13/8 及 20/8 的學生崇拜禱告，願主感動學生的心明白祂的話語，經歷祂的愛，與
弟兄姊妹建立更深關係。
b) 為 7/7 信義敬拜隊與祈禱隊的服侍祈禱，願聖靈運行在當中，讓學生藉著敬拜禱告經歷天父的
捉摸、醫治、安慰和鼓勵。
c) 為 30/7 的 12 小時敬拜禱告祭壇祈禱，讓學生們在連續不斷的敬拜中，藉著生命的獻上，經歷
天父的愛，也明白祂在他們生命中的心意。
3. 為 CCMN 泰南宣教祈禱:
a) 7 月頭 Steven 一家將搬到另一地區(相距現在所住大約 1 小時車程)，協助發展事工，求主保守
他們搬屋順利，與新的小隊隊工有好的配搭，敏感聖靈帶領，明白天父在那地方的心意和計劃，
也願主將更多的愛賜給他們。
b) 踏入泰國雨季，除常常下雨外，雨後亦滋生了很多蚊蟲，登革熱病在當地亦很流行，所以求
主保守他們每位宣教士，有健康強壯的身體。
c) 為我們團隊各人有一顆謹守、儆醒的心禱告，在團隊中我們定意活出「同心同行」的關係，因
我們相信團隊合作是我們的力量，求主幫助帶領。
4. 為香港及世界各國禱告:
a) 願主看顧，在牛頭角迷你倉大火中殉職的消防員家屬，願安慰充滿他們心裡。
b) 世界各地販賣人口日益嚴重，願上帝彰顯公義，使不法份子能被繩之以法，讓奴隸的生命得著
自由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