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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接待的空間
本年 3 月 6 日是聖灰日(Ash Wednesday)，由此日起計至聖週六（即復活前
夕星期六）就是預苦期四十日，不過，由於「主日」是慶賀耶穌基督復活的日
子，所以預苦期這四十日並不包括期間內的六個主日。信徒藉這段時期安靜默
想，以靈性上的操練來反省律己，跟隨上帝的教導，明白基督為人受苦受死並
復活的事實。我們預備好心態進入這段時期嗎？我們能夠打開心扉，默念主，
讓祂重新站在我們生命的首位嗎？
在網上曾看到這一個偉人的故事：美國開國元老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
，在第三任總統之前，曾任副總統（1797-1801, John Adams 任內），
有多方才幹，極受人推重，而崇尚簡樸。有一天，他穿著舊工作服，到巴勒摩
的著名旅館找房間。旅館主人不認得他，推說沒有空處而拒絕。當傑弗遜離去
後，有人告訴包亦敦，他拒絕了給副總統住宿。包亦敦吃了一驚，急忙派人去
追尋，告訴他隨意要多少房間都可以。那時，傑弗遜已經另在別的旅館安置；
告訴來人說：「請回去告訴包亦敦先生，多謝他的盛意；但如果沒有空處收容
一個骯髒的工人，他也該不能收容副總統。」
聖經說：
「祂在世界，世界是藉著祂造的，世界卻不認識祂。祂來到自己的
地方，自己的人並不接納祂。」(約 1:10-11)
我們作為主的兒女，亦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得著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犧牲，
藉祂的身體和寶血救贖了我們，使我們能成為義人，成為基督徒；可是，我們
會否因世務或處境，忙忙碌碌而忘記了這份恩情及我們的身份呢？
每一年的預苦期，正好是一個空間，讓我們能重新把心思意念專注在我們
的救主身上，默念祂對我們的付出。詴細細地想，我們內心是否有空間接待主
呢？我們可以藉著禁食及禱告等操練，操練自己的靈性，體會與基督一同受苦，
感受祂對世人的憐憫，並藉著這默想與操練的親身經驗，體會貧乏者的需要，
明白基督如何為我們犧牲，當學習了解及接待貧乏者，便會更懂得接待基督，
正如基督接待我們一樣。。

「凡接納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女。」(約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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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文健黎嘉惠夫婦準宣教士長宣探路
日期:26/2-4/3
地點:應許之城

(伊斯蘭教國家)

10. 屯元天信義會聯合聖灰日崇拜
日期:3 月 6 日(三)
時間:晚上 8:00
地點:信義會元朗生命堂
預苦期靈修集: 電子版可在教會網頁/facebook group 下載，如要紙本版，可聯絡福音幹事嘉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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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一生最美的祝福佈道會
日期:3 月 23 日(六)
時間:下午 3:00 及晚上 7:30
地點: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元朗舊墟康業街 28 號)
日期:3 月 30 日(六)
時間:下午 3:00 及晚上 7:30
地點: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屯門石排路 17 號)
鼓勵邀請未信主的家人、朋友參與，讓福音進入他們生命中，門票可向福音幹事嘉惠查詢。

13. 2019 年本堂祈禱會
日期:3 月 24 日(日)
時間:崇拜後
地點:崇拜禮堂 (信義中學新翼地下)
14. 執事會
日期:3 月 29 日(五)
時間:晚上 7:30
地點:中心(耀華樓地下)
15. 天水圍青年禱告祭壇
日期:3 月 30 日(六)
時間:晚上 7:30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
16. 信義會足球聯賽 (天耀生命堂 對 主恩堂)
日期:3 月 31 日(日)
時間:下午 4:00
地點:天水圍廈村足球場
鼓勵弟兄姊妹一齊打氣、支持他們。
17. 本堂同工退修營
日期:11/3-13/3
地點:台灣
如弟兄姊妹有特別需要，可直接致電聯絡我們。

全 年 主 題 ：數算主恩廿五載 生命更新創未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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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3日

羅啓光弟兄

林一君教師

司他/
司琴

李黎明

黎嘉儀

黎國昌
林一君

呂碧英

鄧柏霖
呂碧英

黎嘉惠姊妹
林一君教師

楊國偉牧師

司他/
司琴

蔡津

李敏聰

洪世珍

李敬聰

譚焯源
李敬聰

司他

簡兆榮

周靜文

程德珍

李黎明

程德媚
李黎明

司他/
司琴/Bass

池鳳鳴

郭瑞文

譚焯源

程德珍

曾智衡
程德珍

司他

池鳳鳴

周靜文

呂為基

譚焯源

曾智衡
梁潤清

(聖灰日崇拜)

3 月 10 日

(襄禮)

3 月 17 日

周艷鈴姊妹

3 月 24 日

潘翰璿弟兄

3 月 31 日

黎嘉惠姊妹

楊永蓮同工
(細胞小組宣教網絡
Smart Team)

呂慶棠牧師
(信義會元光堂)

馬保羅牧師
(細胞小組教會網絡
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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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今，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放，作了
並及早求醫，多留在家中休息，
上帝的奴僕，就結出果子，以至於成
禱告願上帝醫治。
2. 小組的奉獻可交學校和中心
聖，那結局就是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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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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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奉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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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3.5

十分之一

$2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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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0.0

$47,663.5

差傳奉獻

$7,284.0

差傳

$5,200.0

2:00

6人

總經常性支出

兒童主日學

星期日 上午 10:00

11 人

差傳

主 日 崇 拜

星期日 上午 10:00

68 人

$2,084.0

盈餘/(赤字)
總經常性支出

$47,620.35

1 月盈餘/(赤字)
$43.15
代禱事項:
1. 為本堂祈禱:
a) 為林教師將於 26/2 到總會進行按牧前面詴禱告，願主的平安充滿她，並賜下智慧按著主的感動
來回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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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願主帶領 23/3(元朗)及 30/3(屯門)的一生最美的祝福佈道會，感動我們的心，讓我們看見失喪
靈魂的需要，賜我們信心和勇氣去邀請家人、朋友參與，願主感動未信者的心，讓他們的心能
開放認識，並接受耶穌基督為生命的救主。
2. 為本堂在信義中學的福音服事祈禱:
a) 為 3/3 家長日禱告，願主賜平安在同學和家長心中，幫助家長能明白自己孩子的情況，無論孩
子在學校的情況及成績如何，家長們都有力與他們同行、支持鼓勵他們，願主的愛充滿在每個
同學的家庭當中。
b) 為中六準備考 DSE 公開詴的同學禱告，願主加能賜力給他們，賜下智慧及好的記憶力，能在這
期間專心溫習，並願主保守他們有健康身體及有足夠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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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n 家人將於 3 月前往泰南探訪他們，願主保守 Steven 家人能明白他們更多，亦讓他們有

好好的相聚時間。
b) 全隊隊工們 17/3-22/3 將會到曼谷參與當地同工畢業禮，願主保守旅程順利。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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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香港禱告:
a) 近日天水圍銀座出現打針狂徒，願主保守居民出入平安，求主讓警方能盡快輯拿狂徒，並將他
們繩之於法。

5.

為世界禱告:
a) 由敞開的門(Open Doors)整理出的 2019 年《全球守望名單》已經發佈，在調查的 150 個國家之中，
有 73 個國家的逼迫程度分別是「高度」、「甚高」和「極度」逼迫，代表全球每 9 名基督徒便有 1
名受到「高度」程度的逼迫。第 1 至第 9 的國家依序為北韓、阿富汗、索馬里、利比亞、巴基斯
坦、蘇丹、厄立特里亞、也門和伊朗。當中的穆斯林視信奉伊斯蘭教以外信仰的人士為叛國。
此外，2019 年名單顯示，男性所受的逼迫比較「聚焦、嚴重和可見」
，而女性所受的逼迫則較為「複
雜、暴力和隱蔽」
。女性基督徒面對的逼迫，通常是性暴力和逼婚；而男性則很多時都會被當局或
極端主義者拘禁而不審訊，甚至殺死。敞開的門(澳洲)行政總裁戈爾說：「《全球守望名單》顯明
了，福音在哪裡被傳開，哪裡就有逼迫。這 50 個國家榜上有名，是因為這些地方的基督徒，選擇
持守他們在耶穌裡的信仰。」
求主保護這些國家的基督徒，救他們脫離一切兇惡，賜下平安給他們，亦讓他們有勇氣和智慧在
當地見證主的大能。願聖靈常常感動我們，教我們如何禱告及具體地支持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