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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羊群心理
暑期將近完結，不知各弟兄姊妹在這段時期有什麼經歷和體會呢？今年暑期，我看見
很多弟兄姊妹參與不同的活動，如短宣、青少年 Running Ministry 活動，天水圍青年外
展，敬拜馬拉松、營會等等，也有弟兄姊妹選擇外遊休息、持續崇拜、參加祈禱會、培
靈研經會等等，大家參與不同的活動來充實這個暑期。而我在忙碌的暑期中，除了教會
的工作外，我嘗試了一個新方法，就是玩起一個新興的手遊 Pokemon Go 與青少年對話，
這個遊戲特別之處是要人走到街上去玩，我即時想起少年人會否聚集在一起玩這遊戲呢？
故很快與幾位青年牧者及社工下載這遊戲並成功因著這遊戲相約隱閉的青少年出來見面
和分享，我亦因遊戲與十多位青年人在天水圍不同的地方，如天秀公園、天水圍公園等
分享遊戲心得及近況。此時，我想起一篇曾閱讀的靈修分享：
「去年秋天，我和妻子卡洛琳在住家附近的山上駕車向上行駛時，看見一大群羊朝我
們走來。一個牧羊人帶著牧羊犬看守羊群，並帶領牠們離開夏日草原，走向低地，預備
過冬。我們把車停到路邊等待羊群經過，直到看著牠們淡出視野。我暗自思忖：『不知道
羊是否會害怕改變、害怕變動、害怕新環境？』我也像大部分的年長者一樣，喜愛「圍
欄」
，習慣於老式的、熟悉的環境。但是現在每一樣事物都在改變，我也被帶離熟悉的環
境、進入未知的洪流中。將來會有什麼新的挑戰漫過我身？有什麼難以言喻的恐懼會臨
到？我想起耶穌在約翰福音 10 章所說的話：
『既放出自己的羊來，就在前頭走，羊也跟
著他。』（4 節）今年、明年，我們隨時都可能面對生命中未知的驚恐，但我們的大牧者
知道我們所走的路，祂也在我們前頭行。祂不會把我們帶到危險的境地、也不會超越他
能拯救我們的範圍。祂知道我們的極限，也知道如何走到青草地、溪水邊，我們所當做
的就是跟隨祂。」
人常會習慣自己的生活空間及人與人的關係，或許會有很多原因未必想離開這個安舒
區，但一個新式的手遊卻令青少年嘗試新的突破走出家中的冷氣房間，暑期中不同的活
動令不同弟兄姊妹突破框框嘗試不同的經歷和生活。
當大家遇到自己在信仰、生活或關係上的限制而疲憊，不想再走多一步，甚至想退下
來躲回自己安舒區內的時候，鼓勵大家抬頭一望，天空卻仍然這樣的陰晴圓缺，我們的
父仍舊對我們展開雙手，我們的主仍然為我們擔負重軛，靠著衪加給我們的力量，凡事
都能作，因為主是愛和認識衪所有的羊，只要我們仍然跟著衪，我們就不用再懼怕了。
林一君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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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心靈釋放祈禱會
日期:9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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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本堂教友大會
日期:9 月 11 日(日)
時間:崇拜後
地點:信義中學地下崇拜禮堂
已受洗或轉會加入本堂的弟兄姊妹，請預留時間參與。
8. 2016 年本堂祈禱會
日期:9 月 18 日(日)
時間:崇拜後
地點:信義中學地下崇拜禮堂
9. 母堂 64 週年堂慶聯合崇拜
日期:9 月 25 日(日)
時間:上午 11:00
地點:信義會元朗生命堂
10. 聖誕節崇拜暨聖洗禮—學道班
報名日期 :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報名後，林教師會先個別約見面談一次，預計 10 月正式上課。
受洗日期 : 12 月 25 日(聖誕節主日)
鼓勵已決志信主或有意轉會加入本堂的弟兄姊妹參與。
11. 培靈研經大會---哈巴谷書
日期:9 月 28-30 日(星期三至五)
時間:晚上 7:30
地點:信義會真理堂(油麻地窩打老道 50 號)
講員:戴浩輝牧師(信義宗神學院副院長)

全 年 主 題 ：屬靈轉化恆禱告 世代同工建根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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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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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啟光弟兄
9 月 11 日 林一君教師
(襄禮)

利民倫牧師

司他/司琴 程德珍

郭瑞文

李敬聰

黃歡容
李敬聰

9 月 18 日 黎嘉惠姊妹

楊美玉教師

周靜文
劉靜儀

李黎明

李黎明
黎國昌

9 月 25 日

司他

劉淑芳

母堂 64 週年堂慶聯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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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其實祂離我們各人不遠。
並及早求醫，多留在家中休息，
也要顧別人的事。
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於祂。
禱告願上帝醫治。
腓立比書
使徒行傳 17:27
下-282:4
上
2. 小組的奉獻可交學校和中心
教會辦公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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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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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

A-part-men(職青)

星期六 晚上

8:0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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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人

7 月奉獻
主日奉獻 $3972.8
十分之一 $29,730.0
奉獻
月捐奉獻 $10,500.0
全月奉獻
總額
(包括上列 $52,961.1
及小組+
感恩奉獻)
差傳奉獻 $3,517.6

代禱事項:
1. 為本堂祈禱: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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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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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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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新學年開始，願主幫助學生們有智慧學習新知識，特別求主幫助中一新生，讓他們能適應中
學生活，亦求主賜下平安給中六學生們，讓他們有喜樂、有精神地面對每一天。
b) 新學期的學生崇拜及團契正準備中，將在 10 月舉行，願主的意念臨到老師和我們當中，保守我
們能持守合一，並跟著聖靈的帶領來服侍學校每個生命。
3. 為 CCMN 泰南宣教祈禱:
a) 早前泰南有城市發生連環爆炸，求主保守當地的政局穩定，願主的平安臨到泰南人的心裡。
b) 願主開路，讓 Steven 一家與他的隊工能有更多接觸不同人的機會，願主給他們愛去愛當地人。
c) 願主賜下智慧及方言的恩賜，讓 Steven 和他太太學習泰文，並且懂得如何運用。
d) Steven 一家在 9 月將要到馬來西亞的檳城簽證，願主預備一切，保守一切順利平安，在官員面
前蒙福，盼望能成功申請一年簽證。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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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世界各國禱告:
a) 為世界各地不斷發生不同的恐怖襲擊禱告，願上帝施行拯救，願祂的平安充滿在不同國家中，
願這些恐佈分子能遇見基督，像使徒保羅一樣，生命經歷悔改，看見耶穌基督才是獨一、愛他們的
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