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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進入迦南前的準備八 – 悔改
約書亞記第七章記述了以色列人在耶利哥之戰後第一場慘烈的敗
仗 — 艾城之役，「以色列犯了罪，又違背了我所吩咐他們的約，又
取了當滅之物。他們又偷竊，又行詭詐，又把那當滅的物與自己的器
皿放在一起。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他們在仇敵面前
轉身逃跑，因為他們成了當滅的物。你們若不把當滅的物從你們中間
除掉，我就不再與你們同在了。」(書 7:11-12) 這是一個十分嚴厲的
指責，因為以色列人亞干取了所當滅的物，違背了上帝的旨意，他一
個人的犯罪，最後上帝不再與以色列人同在，引致艾城之戰失敗，傷
亡慘重。俗語說：「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我們一生偶有做錯事，或者得罪上帝、家人和朋友。我們崇拜的時
候，在預備禮期間，有一個認罪默念認罪文的時間，我們是否真心在
上帝面前認罪求赦免呢？還是當此是例行公事呢？我們在上帝面前
實在只是微小的罪人，如要親近上帝就必頇先自潔，認罪悔改，而三
一上帝是有赦罪的權柄，如以賽亞先知就是在崇拜中看見耶和華的榮
光，「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衪的榮光遍滿全地！」(賽
6:3)因而反省己罪，以致蒙恩被召作以色列的先知。
約書亞最後把犯罪源頭除滅，重新跟隨上帝，上帝最終回心轉意不
再向以色列人發怒，並與他們同在一起經歷未來更多的挑戰。我們是
否預備好自己承擔上帝托付給我們的使命呢？當我們要走下一里路
的時候，我們是否收拾好適合的行裝上路，如把影響我們前進老我及
罪過掉棄求主赦免呢？過去的日子裡，我們可能犯了很多的錯，但是
我們的上帝從沒對我們掩面不顧，只要我們用真正悔改的心，重新振
作，我們的上帝必與我們同在，一起奔向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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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委會會議
日期:10 月 7 日(六)
時間:下午 6:00
地點:信義會青少年中心(耀華樓地下)
8. 組長組
日期:10 月 8 日(日)
時間:下午 2:00
地點:信義會天耀生命堂 (信義中學地下崇拜禮堂)
9. 天水圍青年禱告祭壇
日期:10 月 14 日(六)
時間:晚上 7:30
地點:信義會天耀生命堂 (信義中學地下崇拜禮堂)
10. 2017 年本堂祈禱會
日期:10 月 15 日(日)
時間:崇拜後
地點:元朗信義中學地下崇拜禮堂
11. 新一屆堂委委員選舉提名 (2018 年)
提名日期:9 月 24 日-10 月 23 日
本堂會友可提名合資格的會友 或 自薦參與新一屆委員選舉。
被提名或自薦資格: 年滿 21 歲 及 在本堂受洗或轉會 3 年以上
提名表格可向現屆堂委委員或嘉惠索取
教友大會暨新一屆堂委選舉
日期:11 月 19 日(日)
12. 教會改革運動 500 周年紀念聯合崇拜
日期:10 月 31 日(二)
時間:晚上 8:00
地點:伊利沙伯體育館 (門票詳情可向林一君教師查詢)
轉播地點: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 (座位先到先得)
13.

泰南宣教士梁智恒一家將於 28/10-28/11 回港，並參與 CCMN 宣教士會議，請大家為他們禱告。

全 年 主 題 ：屬靈轉化恆禱告 世付同工建根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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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日

黎嘉惠姊妹

林一君教師

司他

李黎明

黎嘉儀

呂碧英

鄧柏霖
呂碧英

10 月 8 日

羅啟光弟兄
林一君教師
(襄禮)

楊國偉牧師

司他/司琴

蔡津

郭瑞文

李敬聰

黃歡容
李敬聰

10 月 15 日 黎嘉惠姊妹

楊美玉教師

司他

簡兆榮

周靜文
劉靜儀

李黎明

10 月 22 日 羅啟光弟兄

林一君教師

司他

池鳳鳴

蔡津

司他

潘翰璿

郭瑞文

10 月 29 日 黎嘉惠姊妹

黃若娟傳道
(天梯使團總幹事)

程德媚
李黎明
曾智衡
程德珍
程德珍
程德媚
譚焯源
譚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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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耶和華包紮祂百姓的傷口，醫治祂
並及早求醫，多留在家中休息，
禱告願上帝醫治。
所擊打傷痕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
2. 小組的奉獻可交學校和中心
教會辦公室辦理。
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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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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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蠟燭熄滅後才付表崇拜結束，弟兄姊妹方可自由離開。

8 份聚會人數及奉獻

8 月奉獻

聚會

聚會時間

聚會
平均人數

慧研組 (長青)

星期二 上午 10:00

7人

慧德組 (長青) 及
天鷹組 (長青)

星期三 上午 10:00

12 人

祈福黨(大專)

星期日 下午

2:00

11 人

Walking Man (職青)

星期日 下午

2:00

6人

牧童組 (職青)

星期六 晚上

8:00

4人

小組+

A-part-men(職青)

星期六 晚上

8:00

4人

感恩奉獻)

Blessing 添
(成青及家庭)

星期日 下午

2:00

7人

兒童主日學

星期日 上午 10:00

3人

主 日 崇 拜

星期日 上午 10:00

53 人

主日奉獻

$3,281.3

十分之一

$36,200.0

奉獻
月捐奉獻

$6,950.0

全月奉獻
總額
(包括上列及

差傳奉獻

$51,037.8

$6,627.4

本年度
直至 7 月

$340,152.78

總經常性支出
本年度累積

(6,605.98)

盈餘/(赤字)
付禱事項:
1. 為本堂祈禱:
a) 為我們奉獻給主的心禱告，求主賜下信心，相信祂是供應的主(耶和華以勒)，我們日用的飲食
祂會天天賜給我們，幫助我們在當納的十分之一能盡忠、順服主的心意，並經歷祂敞開天上的
窗戶，傾福與我們的生命，甚至無處可容。(瑪拉基書 3:1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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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新學年聚集了一群火熱、有心並渴想校園復興的學生領袖們出來，他們願意被訓練、
學習為學校禱告，以生命影響生命，來祝福身邊的校長、老師、同學及其他職員。願主的愛充滿
在他們當中，讓這群學生領袖能彼此更認識、彼此支持鼓勵，一起為主贏得更多生命。
b) 願主帶領更多已信主的老師和同學，願意走在一起，以禱告彼此承擔，藉禱告轉化校園。
c) 願主將「尋求主的心」澆灌在校園中，興起更多同學熱切渴慕尋求主。
3. 為 CCMN 泰南宣教祈禱:
a) 感謝主，Steven 一家剛剛完成新的工作簽證，雖然每次都會遇到新問題，但感恩最後都能順利
通過。求主繼續保守我們每個隊工，每次在官員前都蒙恩，能順利完成，可以繼續在泰南服侍。
b) 願主賜福給依臨，因她現在開始進入自主期，求主給我們有耐心去教導她。
c) 願主保守我們的家人，叫他們身體得健康，心靈得安慰。
d) 願主幫助我們，讓我們常常學習捨己、謙卑，讓團隊合一的見證成為別人的榜樣。
e) 為我們所跟進的人禱告，讓他們的心更願意敞開，使我們有機會能入地影響他們的生命。如當
中有家庭問題的，求主幫助、保護並賜福給他們，使他們在困境中遇見主，能聽到主的說話。
4. 為香港禱告:
a) 為各大專院校禱告，願主的真理充滿在當中，使他們曉得真理，因只有真理才能使人的生命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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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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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北韓禱告，願主掌管這國家，開啟當地元首官員的心，讓他們看見人民的需要，按著真理將合
適資源分配給人民，使他們的生活得滿足。
b) 為世界各地的國家禱告，願主的公義、憐憫和平安彰顯在當中，盼望在這末後的日子，更多生命
能經歷耶穌基督的愛和拯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