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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泰南之行
過去半個月，我與教會一共 7 人參與 CCMN 泰南的短宣，此外，我更延長停留當地，代
表教會關心及問候在當地服事的智恒一家，感謝天父，同工及弟兄姊妹的幫忙，讓我可
暫時放下香港的事奉，專心投入短宣的服事當中，令我能第一身體驗當地工場的工作情
況，與當地同工，同心同行。
今次我們主要停留在泰國南部沙敦省 Langu 這個地方，我們的服事有：在中小學及幼稚
園教英文及普通話；與青少年比賽籃球及足球；每天都進入當地不同村莊探訪及派物資；
到兩個市集擺街站派禮物及量血壓；到當地醫院探訪派物資及執垃圾；也陪伴當地婦女
到海邊摸蜆；每晚與不同的同工或當地家庭晚餐，互相分享及認識。
最特別是當地同工首次與我們乘簡陋的小漁船一起前往一個小島服事，島上有 150 戶人，
但水源及物資缺乏，當天天氣非常炎熱，我們在島上學校教學及探訪家庭，這是一個很
特別的體驗和考驗。其中，在島上探訪了一位在偏遠地方居住的老婆婆，她很熱情招待
我們並表示第一次有外來人來探訪她，原來她每天是自己自足地過著原始的生活，她是
自己種米、捕魚、種農作物，或是在路邊檢野菜及菰菌過活，這種樂天知命、無欲無求
的生活，是我們城市人不能感受及想像到的，但從她臉上的喜悅就知道她滿足現狀。
此外，我在延長停留期間，與智恒一家一起傾談、遊歷及休息，更能與工場主任分享，
讓我們更能加深彼此認識，了解他們及工場的需要，看著他們點點滴滴地在小子們身上
作工，如太 25:40:「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做在我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
是做在我身上了。」實是欣賞。雖然我們與智恒分隔兩地，但相信不會因地域關係而產
生隔膜，大家仍然支持和守望他們，獻上代禱。
短宣行程雖然結束，但我們宣教的心志及火燃不會因此停歇，智恒仍在外仍努力當中，
此外有不少的宣教士在各地未得之民中努力，雖然未必人人都會擔任宣教士，但盼望大
家仍然努力為天父作宣教的事，讓更多人得著福音。我亦期望每年我們教會能有弟兄姊
妹前往泰南工場短宣，盼望下次泰南的短宣，有你們的參與，一起與智恒同工同行，因
為我們就是天父所安排的一家人罷。
林一君教師

教 會 報 告
1. 元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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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盡早與黎嘉惠福音幹事或羅啟光弟兄聯絡。
2. 鼓勵弟兄姊妹學習奉獻，崇拜禮堂後面的白板會張貼每月奉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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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全年奉獻證明信，由今個財政年度開始，本堂不會派發全年奉獻證明信，請弟兄姊妹自行保
存每一次的奉獻收據，以便報稅之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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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組長組
日期:8 月 13 日(日)
時間:下午 2:00
地點:元朗信義中學地下崇拜禮堂
8. 2017 年本堂祈禱會
日期:8 月 20 日(日)
時間:崇拜後
地點:元朗信義中學地下崇拜禮堂
9. 宣教市集---細胞小組教會宣教網絡(CCMN)暑期短宣 2017
日期:8 月 20 日(日)
時間:下午 3:00
地點:大圍五育中學
鼓勵弟兄姊妹一齊參與，支持宣教 GO! GO! GO!
10. 天水圍青年培靈會
日期:8 月 26 日(六)
時間:晚上 7:30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天約堂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內)
鼓勵青年人一齊參與，詳情可向嘉惠查詢。
11. 黎嘉惠福音幹事於 16/8-22/8 放年假。如有需要，在這期間可直接找林一君教師。

全 年 主 題 ：屬靈轉化恆禱告 世代同工建根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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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6日

羅啟光弟兄

林一君教師

司他

李黎明

郭瑞文

李敬聰

鄧柏霖
譚焯源

8 月 13 日

黎嘉惠姊妹
林一君教師
(襄禮)

楊國偉牧師

司他/司琴 程德珍

黎嘉儀

呂碧英

黃歡容
呂碧英

8 月 20 日

羅啟光弟兄

黃華興教師

司琴

簡兆榮

周靜文
劉靜儀

李黎明

8 月 27 日

黎嘉惠姊妹

袁玉山教師

司他

池鳳鳴

蔡津

程德媚
李黎明
曾智衡
程德珍
程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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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必點亮我的燈；耶和華－我的上帝
並及早求醫，多留在家中休息，
禱告願上帝醫治。
必照明我的黑暗。我藉著你衝入敵軍，
2. 小組的奉獻可交學校和中心
教會辦公室辦理。
藉著我的上帝跳過城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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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8: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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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份聚會人數及奉獻
聚會

聚會
平均人數

聚會時間

6 月奉獻
主日奉獻

$4,986.9
$19,510.0

慧研組 (長青)

星期二 上午 10:00

7人

十分之一

慧德組 (長青) 及
天鷹組 (長青)

星期三 上午 10:00

12 人

奉獻

Walking Man (職青)

星期日下午

6人

牧童組 (職青)

星期六 晚上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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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主日學

星期日 上午 10:00

6人

差傳奉獻

$8,394.0

主 日 崇 拜

星期日 上午 10:00

61 人

本年度累積

(12,772.63)

2:00

月捐奉獻

$5,550.0

全月奉獻
總額
(包括上列及 $31,146.9
小組+
感恩奉獻)

盈餘/(赤字)
代禱事項:
1. 為本堂祈禱:
a) 感謝主，參與 CCMN 短宣的弟兄姊妹已平安回來，願主保守他們所經歷的，不但能激勵自己的生
命，也能一起繼續讓心中宣教的火傳開去，燃點弟兄姊妹的心，一齊參與宣教運動。
b) 感謝主，一班中六同學參與本堂的「Follow Jesus」青少年屬靈領袖計劃已順利完成，願主在
他們生命中所栽種的，能結出百倍的聖靈果子，使他們繼續跟隨耶穌，為主作鹽作光，在未來
的大專生活裡，以生命影響生命，祝福更多身邊的同學、朋友和家人。
c) 為本堂邁向自立禱告，願天父帶領，一切按著祂的心意成就，並求主預備我們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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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中六學生大學聯招(JUPAS)放榜禱告，願主保守每位同學的心，願主的平安充滿在他們心
中，保守他們有一顆信靠主的心，無論派往那一間大專院校及讀什麼科目，都一心為主而努力，
被主裝備，成為祝福社會的生命。
b) 為嘉惠和 2 位升 F.4 同學參與 14/8-15/8 小伙子校園領袖訓練營禱告，求主預備她們的心，在
營會中經歷天父的愛及明白祂的心意，以致在新學年能興起更多校園屬靈領袖。
3. 為中心祈禱:
a) 為 15/8 晚參與中心青少年挑戰營禱告，當晚一君教師及 Follow Jesus 青年人會協助帶遊戲及
信息分享，願主的愛充滿他們，賜他們智慧和喜樂的心去帶領，祝福每位青少年。
4. 為 CCMN 泰南宣教祈禱:
a) 為泰南隊工禱告，這兩個月都有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短宣隊來服侍，求主加能賜力給每位宣教
士，賜他們有精神和健康的身體接待短宣隊，在聖靈裡持守合一的心，帶著基督的愛去愛當地人。
b) 感謝主，Steven 的女兒(依臨)越來越懂得表達自己，能夠說出很多的話來，只是因隊工內有來
自不同國家的，有些說國語、泰文、粵語等等…所以有時她說話時會夾雜不同語言，求主讓她有智
慧懂得分辨清楚各種語言。
c) 因我們的發展及希望讓更多宣教士可以加入的簽證問題，我們需要開設多一個非牟利機構(NGO)
基金會，現在我們正準備各樣的申請文件，除文件外，亦需預備保證金和申請費用，大約港幣
$57,000,求主供應及保守一切能進展順利。

5. 為香港禱告:
a) 流感高峰期間，不少安老院舍持續爆發，亦有兒童被流感病毒上腦入心的嚴重個案，願主的醫治臨
到香港，求主保守各醫護人員有足夠的休息、有精神、有智慧去診斷和幫助每個病患者。
b) 為貧富懸殊情況禱告，雖然香港是屬富裕城市，但許多市民仍在貧窮線以下掙扎地過活，求主憐憫
施恩，供給他們一切所需用的，亦懇求主引導政府及有關部門，使他們能善用及均衡地分配資源，
求主感動我們的心，樂於與貧困者分享主所賜給我們的資源，實踐基督的愛，並彰顯主的公義和憐
憫。
6. 為世界禱告:
a) 早前以色列駐約旦大使館發生槍擊案，釀成兩死一傷，耶路撒冷聖殿山常常被成為戰場，巴勒斯
坦人與以色列人不斷發生衝突，願主的公義和憐憫臨到他們，讓他們看見主在這地方的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