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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團團圓圓
二月份是農曆新年的時候，中國人傳統是送舊迎新，在家中大掃除，除夕晚一家人吃
團年飯，逛花市，年初一起往親友家拜年，互送祝福，這是一個親朋戚友團聚的日子。
我還記起年幼時的農曆新年是家族中很重要的時刻，因為我的爸爸媽媽都是出生於大家
庭，他們兄弟姊妹很多，故此在歲晚至新年初的日子我都在親友們中間度過，熱鬧得很。
不知大家今年又怎樣過年呢？
我們堂會去年 11 月至 12 月與中學及中心合辦了「傳愛行動」，活動的目的是藉本會
堂社校合作籌辦活動，祝福社區內有需要的人，今次已經是我們仨第二次舉辦了，對上
一次是 2016 年。我覺得這個活動很有意義，因可藉本會三個重點服事：教會、教育及社
會服務來匯聚眾人之力及天父給予的恩典來幫助人及傳福音，此外更可擴闊我們的眼光，
認識自己的單位外，更可認識本會其他單位，更因合作而加深彼此溝通和了解。
當我與弟兄姊妹參與時，探訪了一些離院長者，
看到他們的需要。此外，更因舉辦聖誕市集，本堂
很多不同年紀的弟兄姊妹都有一同幫忙，那晚我們
負責小食攤檔，熱騰騰的食物吸引了不少朋友，讓
我看見我們信義會天水圍堂社校一起來服事社區，
就如一家人團圓的力量就能帶出祝福和關愛，如熊
熊的烈火溫暖了很多被冷落了的心靈。我邀請了兩
位姊妹分享她們全程參與 2018 傳愛行動的感受，在
她們的分享中讓我感受到「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道
理。
願今年 2019 天耀家的銀禧年，不單止是我們團
聚一起數算上帝的恩典的日子，更是我們齊心把上
帝恩化成祝福，繼續把愛和福音如燈臺照進每個黑
暗的角落。「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太 6:10)

林一君教師

教友分享
2018 傳愛行動
大家好！我叫阿英，感謝天父，讓我有機會參加傳愛行動擔任探訪義工，更加讓我知
道人間有情。探訪期間，我看到很多長者很需要我們去關心，他們好開心見到我們來探
他，讓他們知道耶穌對他們的愛及社會對他們的關心，願他們心裏面能夠得到一點點溫
暖！
21/12/2018 的一個夜晚，我們堂社校合辦了「聖誕市集」
，我看到幾個天水圍的社福
單位和中心，與我們教會及中學一齊合作，有合一的心去服侍天水圍的街坊和各單位接
觸的受眾，當晚的節目很豐富，來到的朋友都好開心，有遊戲、讚美操、抽獎、食物、
中醫義診，讓我知道其實開心和表達愛是好簡單，只要我們每個人都付出少少，這個世
界就更美麗！
呂碧英姊妹

2018 年 11 至 12 月份參加了由社福單位和堂會合辦的傳愛行動，目的是把主愛傳開，
讓更多人能嚐主愛，我參加了在 24/11/18 的義工訓練後便在 12 月初去家訪，今次訓練主
要是提醒義工們在家訪時要注意的事，對未試過去家訪的人來說是重要的，因導師教導
我們說話的技巧和處理的方法。
在家訪那天，我們被安排探訪天水圍天耀邨的兩戶家庭，一戶是一對老夫婦，另一戶
是一位獨居的婆婆，老夫婦熱情招待，當談起老伯家鄉的事，他說得眉飛色舞，還把家
鄉祖屋的慶典 VCD 播放給我們看，原來他已超過 90 歲，但他懂得用影碟機，很厲害呢！
之後，我們去探望獨居的婆婆，原來她知我們會來，一早已站在家外的電梯大堂等待我
們呢！我們與探訪對象傾談融洽，並送上祝福禮物包給他們我們除了關心探訪對象外，
並鼓勵他們參與在 21/12 晚在元朗信義中學舉辦的聖誕市集活動，讓大家一起度過一個温
暖滿有愛的節日。
這聖誕市集內容豐富，堂社校單位分別負責不同活動，除有表演，攤位遊戲和抽獎外，
我堂負責的蒸煮點心的食物攤位，那晚我堂都有很多肢體支持，一起幫忙，個個都很開
心，少少的事奉 卻使坊眾享受到愛的滋味，既窩心又甜蜜，一家大小同來參與，各人都
笑口離開。我們願意參與全因主愛先嚐，也願把主愛傳開與人分享！我們愛，因上帝先
愛我們！
李黎明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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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翰璿執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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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堂自立後的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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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翰璿(執事主席)、何培源(會計執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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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執事會執事如下:
主席:潘翰璿
副主席:何培源
文書:簡兆榮
會計:何培源
司庫:黃歡容
崇拜及牧養部:潘翰璿、簡兆榮
堂校事工部:李黎明、呂碧英
宣教部:何培源、黃歡容
7. 感恩主日獻花
2019 年「感恩主日獻花表」鼓勵弟兄姊妹可填上感恩事項及奉上獻金，以表達感謝上帝的恩典。弟兄姊
妹可到壁報版登記及在崇拜後到司事桌奉獻每主日最少$150「節期奉獻」
，每次可個人名義或聯名名義，
可奉獻多於一日或以上，獻金日期以先到先得形式。
8. 「25 周年堂慶」活動速遞：
a) 1 月 27 日至 2 月 24 日堂慶 LOGO 及標語創作比賽（開始報名）
b) 6 月 9 日堂慶聖餐主日崇拜及感恩晚宴、堂慶特刊及紀念品
c)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堂慶教會營
d) 9 月 28 日至 10 月 2 日堂慶 DIY 泰南短宣（開始報名）
e) 11 月中「同行 25」行區祈禱及遍傳活動日
f) 12 月 25 日聖誕日崇拜及堂慶同樂日
詳情請參閱進一步的報告及宣傳海報。
9. 一月份執事會簡訊:
a) 由林一君教師、潘翰璿、李黎明及呂碧英代表本堂出席 1/5 本會代表暨會員大會。
b) 通過盧文健和黎嘉惠夫婦成為本堂準宣教士。
c) 成立「盧文健黎嘉惠準宣教士生活費」財務戶口。
10. 2019 年本堂祈禱會
日期:2 月 17 日(日)
時間:崇拜後
地點:崇拜禮堂 (信義中學新翼地下)
11. 組長組
日期:2 月 17 日(日)
時間:下午 2:00
地點:崇拜禮堂 (信義中學新翼地下)
12. 執事會
日期:2 月 21 日(四)
時間:晚上 7:30
地點:中心(耀華樓地下)
13. 天水圍青年禱告祭壇
日期:2 月 23 日(六)
時間:晚上 7:30
地點:神召會天澤堂 (天澤邨澤辰樓 B 及 C 翼地下)
14. 2 月 24 日(日)林一君教師往信義會中心堂講道及主領讀經日營。

15. DIY 泰國南部短宣
日期:28/9(六)-2/10(三)
費用:$7,000 (早鳥優惠$6,800, 24/2 前),包括機票、保險、當地食宿及交通。
截止報名:10/3(日)
報名時需同時繳交費用、身份證副本及護照副本。

全 年 主 題 ：數算主恩廿五載 生命更新創未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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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花

插花

司事

2月3日

黎嘉惠姊妹

林一君教師

司他

李黎明

黎嘉儀

呂碧英

譚焯源

鄧柏霖
梁潤清

2 月 10 日

羅啓光弟兄
林一君教師

楊國偉牧師

司他/
司琴

蔡津

李敏聰

洪世珍

梁潤清

譚焯源
李敬聰

(襄禮)

2 月 17 日

周艷鈴姊妹

林一君教師

司他

簡兆榮

周靜文

李敬聰

朱可誼

2 月 24 日

潘翰璿弟兄

林培芬傳道

司他

池鳳鳴

郭瑞文

林一君

張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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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顆新心，將新靈放在
並及早求醫，多留在家中休息，
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
禱告願上帝醫治。
心，賜給你們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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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結書 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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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德媚
李黎明
曾智衡
程德珍

12 月奉獻

12 月份聚會人數
聚會

聚會時間

聚會
平均人數

慧研組 (長青)

星期二 上午 10:00

12 人

慧德組 (長青) 及
天鷹組 (長青)

星期三 上午 10:00

7人

星期日 下午

10 人

祈福黨(大專)

2:00

主日奉獻

$6,020.7

十分之一

$45,350.0

奉獻
月捐奉獻
全月奉獻
總額
(包括上列及

Walking Man (職青)

不定期

-

小組+

牧童組 (職青)

不定期

-

感恩奉獻)

A-part-men(職青)
Blessing 添
(成青及家庭)

星期六 晚上
星期日 下午

8:00

4人

$36,400.0

$100,376.7

差傳奉獻

$14,302.0

差傳

$10,000.0

2:00

6人

總經常性支出

兒童主日學

星期日 上午 10:00

9人

差傳

主 日 崇 拜

星期日 上午 10:00

68 人

$4,302.0

盈餘/(赤字)
總經常性支出

$134,991.5

12 月盈餘/(赤字)
$(34,614.8)
代禱事項:
1. 為本堂祈禱:
a) 為林教師將於 8/2(筆試)及 26/2(面試)到總會進行按牧前考核禱告，願主的平安充滿她，並賜
下智慧和記憶力，使她能明白一切的真理，亦求主幫助她每晚有足夠的休息。
b) 盧文健和黎嘉惠夫婦準宣教士，將於 26/2-4/3 前往應許之城探路，願主保守他們靈、魂、體都
健康強壯，願主開啟他們的心，明白主的心意和帶領。
2. 為本堂在信義中學的福音服事祈禱:
a) 為剛剛上學期考完試的同學們禱告，試卷派發後各人都有不同心情，願主保守他們，賜下平安
和盼望在他們心中，使他們更有力量奔跑前面的路。
b) 為老師們及校長禱告，願主保守他們每天有足夠時間休息，讓他們有精神，健康地工作，亦願
主的愛充滿在他們當中，讓他們能彼此明白、彼此配搭。
3. 為 CCMN 泰南宣教祈禱:
a) 為 Steven 一家禱告，願主保守爽爽 BB(意柔)和家姐(依臨)能健康成長，賜下一顆受教的心，

並且能明白真理，順服天父的帶領。求主加能賜力給 Steven 和嘉欣，讓他們有智慧有精神照顧女
兒們，以及滿有愛泰南人的心。
b) 新一年開始，願主賜福他們隊工的生命，常常在祂的愛中突破和成長。
c) 願主保守他們隊工在簽證上，能凡事盡都順利。
4. 為香港禱告:
a) 本港的氣溫不穩定時冷時熱，令很多人容易患病，身體不適，願主保守醫治患病的人能快快痊
癒。
b) 願主帶領香港在 2019 年經歷祂的看顧和保護，讓更多人能認識、相信並接受祂成為生命的主。
5. 為世界禱告:
a) 聖誕節對大部分以色列人民來說是正常的工作天。不少正統派的猶太人視慶祝聖誕為偶像崇拜，
但隨著以色列人的身分認同感和安全感提升，抗拒情緒開始消退。剛剛過去的聖誕節(2018) 不少
以色列媒體刊登了大量文章和視頻，正面地談論耶穌及其故事。各城的基督徒趁著這個節日傳福
音，宣告耶穌是救主，也是一個猶太人。以色列正進入對耶穌態度更積極正面的新時代。
願主開啓猶太人的心，讓他們看見耶穌就是基督，救恩已臨到他們，盼望他們能接受耶穌基督的
拯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