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1 月
月刊
1/1 聖誕後第一主日(白)

15/1 顯現後第二主日(綠)

6/1 顯現日(白)

22/1 顯現後第三主日(綠)

8/1 顯現後第一主日(白)

29/1 顯現後第四主日(綠)

教會傳道﹕ 林一君教師(9629 6034)
福音幹事： 黎嘉惠姊妹(9752 2977)
教會地址﹕ 天水圍天耀邨耀華樓地下
教會電話﹕ 2617 0576
教會傳真﹕ 2448 8751
教會電郵： tyllcgod@gmail.com
教會網頁： www.tyllc.org.hk

牧者的話
你們說我是誰？
最近我在靈修時，在閱讀了一篇靈命日糧的分享文章，希望與弟兄姊妹分享：
在 1929 年，愛因斯坦在接受《週六晚報》的訪談中這麼說：
「小時候，我同時接受聖
經及猶太人的塔木德經的教導。我雖然是個猶太人，但我卻被這位偉大的拿撒勒人所吸
引……每個人在讀福音書時，都能感受到耶穌真實的存在，祂的一言一行表露祂的生命
特質，如此的生命絕非是虛構的神話。」
新約聖經記載了一些認識耶穌的人，也感受到祂的不凡之處。耶穌問祂的跟隨者說：
「人說我人子是誰？」他們說：
「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耶
利米或是先知裡的一位」
（太 16:14）
。在當時，被人稱作以色列偉大的先知是極大的恭維，
但耶穌並不需要恭維，祂期盼門徒能夠認識並且相信祂。因此，祂又問了第二個問題：
「你
們說我是誰？」（太 16:15）
彼得所說的恰恰完全表達了耶穌的真實身分，他對耶穌說：「祢是基督，是永生上帝
的兒子。」（太 16:16）
耶穌渴望我們能夠認識祂，以及祂的救贖之愛。因此，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頇回答這個
問題：
「你說耶穌是誰？」
我們是否真正認識耶穌基督嗎？許多時候，我們只有在頭腦上片面的認識，認為衪是
一位宗教教主、改革專家、道德模範或神蹟專家，以自己的認知作出發點，而忽略衪才
是主動及擁有主權的那一位，故人的頭腦認知認為耶穌在以上的「功效」在我們身上找
不到證據或失效時，人便容易選擇把這些渴求改而投放在別一個「神」身上，這個「神」
可以是其他宗教、偉人或甚至自己，放棄仰望那位恆久不變的上帝，改而追逐那些會變
質的東西，因此迷失，找不到最終歸回天父的道路。
馬丁路德說「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讓上帝作上帝」
（Let God be God），
或者「讓教會作教會」（Let Church be Church），我們多關心的都是自己的事情 — 自己的
喜歡、自己的不喜歡，自己的快樂、自己的痛苦。「讓上帝作上帝，讓教會作教會」的意
思就是，要把上帝和人的角色及地位放回正確位置，把生命的主權交回給上帝由衪帶領。
盼望在新的一年，我們彼此勉勵，並真正認識耶穌基督是我們生命、家庭、教會及社
會的主，一起跟隨衪的腳蹤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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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堂委委員如下:
主席:羅啟光
副主席:潘翰璿
文書:潘翰璿
會計:何培源
司庫:陳駿志
崇拜及牧養部:羅啟光、蘇恩傑
堂校事工部:李黎明、潘翰璿
宣教部:陳駿志、何培源
自立小組召集人:蘇恩傑
6. 為天水圍求平安
日期:1 月 1 日(日)
地點:丫髻山
集合時間:下午 2:30
集合地點:蝦尾新村停車場
鼓勵弟兄姊妹一齊參與，為天水圍禱告。
7. 2016 年本堂祈禱會
日期:1 月 15 日(日)
時間:崇拜後
地點:信義中學地下崇拜禮堂
8. 新春聯合崇拜
日期:1 月 29 日(星期日,年初二)
時間:早上 11:00
地點:信義會元朗生命堂
9.「愛碼 OIMA」讀經法
日期:3/3-31/3(逢星期五)
時間:晚上 7:30
地點:信義會元朗生命堂(副堂)
費用:本堂弟兄姊妹五折優惠$200
優惠截止:17/2
報名可向本堂福音幹事嘉惠查詢。

全 年 主 題 ：屬靈轉化恆禱告 世代同工建根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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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日

黎嘉惠姊妹

林一君教師

司他

李黎明

黎嘉儀

呂碧英

劉淑芳
譚焯源

1月8日

羅啟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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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5 日

黎嘉惠姊妹

楊永蓮同工

李黎明

1 月 22 日

羅啟光弟兄

1 月 29 日
(年初二)

(細胞小組教會宣教網絡 CCMN)

房大偉牧師

司他

黎國昌

周靜文
劉靜儀

司他

劉淑芳

蔡津

程德媚
李黎明
黎國昌
程德珍
程德珍

新春聯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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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
並及早求醫，多留在家中休息，
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禱告願上帝醫治。
2. 小組的奉獻可交學校和中心
教會辦公室辦理。
約翰一書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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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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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人

A-part-men(職青)

星期六 晚上

8:00

4人

Blessing 添
(成青及家庭)

星期日 下午

2:00

12 人

主 日 崇 拜

星期日 上午 10:00

52 人

11 月奉獻
主日奉獻 $4,694.3
十分之一 $28,830.0
奉獻
月捐奉獻 $1,500.0
全月奉獻
總額
(包括上列 $38,551.2
及小組+
感恩奉獻)
差傳奉獻 $2,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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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堂邁向自立禱告，願天父帶領、預備我們的心，一起委身、建立教會(基督身體)，發揮祂
所給我們的恩賜，彼此配搭，回應祂的大使命 。
2.
為本堂在信義中學的福音服事祈禱:
a) 為 3/1-18/1 中一至中五的學生考試禱告，願主的平安充滿在他們心裡，賜給他們智慧及專注的
心溫習。
b) 為 17/1-10/2 中六學生校內模擬 DSE 試禱告，願主與他們同在，在過程中經歷祂的恩典、看顧
和保守，求主賜平安和健康給他們，叫他們每天有足夠時間休息，賜他們智慧與信心去面對每一
科的考試，願主帶領他們生命。
3. 為本堂在信義會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服事祈禱:
a) 中心 1 月開始，開放時間有新調節(加開星期六晚上及星期日全日休息)，願主保守我們與中心
繼續有美好的合作，互相配搭，一起祝福更多天水圍居民。
4. 為 CCMN 泰南宣教祈禱:
a) 過往我們憑信心擺上我們生活所需，感恩上帝一直開路及為我們預備一班天使，使我們一無所
缺。新一年我們也想繼續在泰南服侍，但經費仍未足夠，我們用信心仰望在上帝裡面是豐足，願主
繼續供應及預備。
b) 新一年我們將會有隊工前往新城市開荒發展，求主帶領我們，使我們腳掌所踏之地，都有主的賜
福在當中，讓當地人經歷主耶穌的愛和拯救。
c) 求主使用我們的生命，在生活中成為好榜樣，可以門訓更多生命成為跟隨耶穌基督的門徒。
d) 當地頻頻發生車禍，願主保守他們各人出入平安，有主的看顧，使他們常常能看得清楚路面情況。
5. 為香港禱告:
a) 宣告主耶穌基督是香港的主，願祂的公義、憐憫與平安充滿在香港當中。願主的真理光照在每一位
政府官員心中，讓他們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香港人的事及香港人的生活需要。
b) 願主帶領香港的前路，在民生和經濟上都能有健康發展，讓不同階層的人在衣、食、住、行各方面
都得滿足。

6.

為世界禱告:
a) 為墨西哥煙花市集爆炸禱告，願主的安慰臨到每位死傷者的家屬當中，願主醫治受傷的，盼望他
們能早日康復。
b) 願主保守中國的教會，能活出真理及耶穌基督的愛，以致在這宗教限制的國家中，仍能靠著主影
響每個生命，求主加能賜力，也給他們智慧用生命去感染執政掌權者。

洗禮見證
池鳳鳴姊妹
回想起第一次踏入信義會天耀生命堂應該是十二年前，當時的我很內向、易哭、憂慮和
易生比較的心。因為自小就覺得人的價值是建基於人的成績和成就，我希望能夠由別人
口中聽到對自己讚賞，所以我一直很勤力溫習、很認真對待所有事和留意別人的眼光。
以上種種讓我變得緊張和情緒化，時常將焦點放在別人身上。
直到中二，我認識了我的好朋友，跟她出雙入對的我發現她每個星期六都會參加小組，
令我很好奇小組是怎樣的一回事，於是就跟她參加了第一節小組，發現教會的人都很關
心和愛護人。正直當時我患上了關節炎，手腳腫痛，行走不便，組員不斷向我表達關心
和欣賞、聆聽我的分享和為我禱告，讓我初次感受到被愛原來不用依靠自己的努力，同
時亦在禱告中感受到神的安慰和醫治。正如約翰一書 4:18-19 記載「在愛裏沒有懼怕；完
滿的愛把懼怕驅逐出去，因為懼怕裏含着懲罰，懼怕的人在愛裏尚未得到完滿。我們愛，
因為上帝先愛我們」
，我感受到這群人之間的愛來自神，同時亦教會我去勇敢分享、關心
和愛別人，因為我知道即使我在人面前坦白，神都會愛我；即使我去表達愛未得人心，
神亦會欣賞；儘管我成績、事業有起伏，神亦視我為祂的愧寶。回望過去十二年，神教
會了我在生活中專心仰望祂，不再單靠自己的力量，又讓我懂得愛自己、家人和身邊的
人，今天的我過得比昔日輕省和喜樂。雖然之後的日子仍有困難，但我知道神會繼續看
顧著我。
我曾覺得自己要做到不和父母口角才合資格洗禮，但身邊朋友不時提醒我這個是不是自
己設定出來我框架呢？究竟這是否來自神的心意呢？於是我最近一年默默地為洗禮的事
祈禱，希望神能夠帶領我。但有句經文不時浮現在腦海，「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
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
的能力覆庇我。」
（哥林多後書 12:9），提醒我要放下自己的規限，不要只依靠自己的能
力去按捺自己的情緒和解決問題，而是要認罪悔改，並將一切交託祂手中。所以，今天
能夠在神當中洗禮很感恩，我希望能夠將神的愛傳揚到身邊的人和在教會中作出更多的
侍奉。

周靜文姊妹
信主的第一個十年
感恩信主大約十年，終於可以洗禮。回想當年決定信主，並沒有甚麼驚心動魄的經歷，
只係簡簡單單地相信。
話說當年係信義中學升中四要選科，成績並不標青的我選擇並不多。經濟科要全級頭幾
十名先可以揀，所以無我份；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無藝術細胞，ART 並唔係我杯茶。
然後就剩返普通話科和聖經科，平時成日聽人講聖經科死讀的話唔會差得去邊，我又無
把握可以學好普通話拼音，所以最後就揀左聖經科。
係聖經科同平時週會對基督教既接觸下，對基督教有愈嚟愈多既認識，我當時就覺得信
唔信上帝真係存在都好啦，祈左禱就無蝕底，所以我久唔久有咩困難就會祈下禱，慢慢
又會發現，其實大部分祈禱神都有聽，開始覺得呢個信仰係真實，想返教會認識下。但
奈何要專心準備會考，所以一直都無行動。
去到考完會考，醒起自己曾經想返教會，當時即刻諗起 HELEN，於是就同埋兩個同學仔，
叫 HELEN 帶我哋返崇拜。記得個時返完崇拜就會急急腳走，因為一完崇拜就會有人行嚟
同你傾計，我呢 D 6 號仔處於觀察期，就梗係唔想傾啦，所以有咁快走咁快，之後係去
到開始返小組，先慢慢投入教會生活。
咁信主咁多年，點解宜家先洗禮呢。其實係入大學之前，我有同過屋講過想洗禮，屋企
各人好大反應，呀爸就例牌話「唔得」、「信教有乜好」等等，呀媽就話「點解信教一定
要洗禮，唔洗就唔係信架啦」
，咁個一刻我就唔識回應啦。我一向都唔係一個乖乖女，好
多時候都會逆父母意，但我知道係洗禮呢件事上面逆佢哋意既話係一個壞見證，所以我
決定容後再談。
之後讀大學，教會生活開始不穩定，覺得洗禮既事離我好遠。三年至四年前出大學畢業
出嚟做野，開始想重拾返穩定既教會生活，呢個時候神俾左份禮物我，就係蘇恩傑啦，
兩個人互相扶持、鼓勵下，慢慢穩定返教會。去到今年，我覺得係時候要再衝破下父母
洗禮既一關，咁我好明白我一個人係說服唔到我父母，特別是我呀爸，於是我就利用一
下神俾我既禮物，係蘇恩傑同我屋企人食飯既時候，同佢哋講我打算今年洗禮，出乎意
料之外，爸爸竟然無講野，媽媽只係講個句「你鍾意啦」，當時我心諗「咁順攤」，覺得
返到屋企應該會有說話聽，點知之後兩老無再過問，媽媽甚至肯嚟見證我洗禮。嘩，簡
直就係奇蹟。
有牧師曾經講過，我哋每一個都係唔值錢既瓦器，但因為上帝派佢既愛子那穌基督道成
肉身嚟到世上，為我哋呢 D 罪人釘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寶血洗淨我哋既罪，令我哋搖身
一變成為寶貝。呢十年嚟神帶我走過會考、高考、工作到再讀書，每一個階段都係恩典
滿滿，所以我決定以洗禮回應上帝既愛，繼續學習成為一個更被神悅納既女兒、家姐、
女朋友、朋友、學生同同學，最後多謝呢十年嚟，每一個曾經為我能夠洗禮而焦急同祈
禱既弟兄姊妹，願神祝福在座每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