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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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一的守望
我在 5 月 20 至 22 日與本會教牧前往台北參與教牧同工營，這是本會第一次全
體教牧到海外學習和退修，而此行目的是與台灣信義會交流，期間更有學習、分享
和交誼。
這三天兩夜的行程，我們到過復活山莊(台灣信義會建立的基督教墳場)、中華信
義神學院、板橋福音堂(細胞小組教會)、信義堂(社關導向的傳統模式教會)及士林真
理堂(見證及宣教導向的小組教會)，並與台灣吳英賓監督及張復民副監督交流牧會
的經驗，對我而言，此行看見的及學習的比我啟程前所想的更多更深，至今我仍在
沉澱與反思當中所領受的。
縱然幾間教會的處境及歷史不同，因而各堂發展模式略有不同，有的是小組模
式，有的是傳統模式，但他們都有著一個共通點，就是非常重視「一對一」的重要
性，不論在佈道、牧養及門訓，他們都會以一對一的模式成為發展重點之一，此實
是此世代教會發展的重要心法。
「一對一」牧養模式在本堂已發展超過十年，我們是以細胞小組模式來發展出
「一對一守望」的牧養關懷系統，可惜未仍做得很好，但在此行其中一個領受是本
堂的發展模式是走對了方向，但使用的心法仍未掌握得好，如學習武術般，我們已
學習及使用了招式很多年，但是內功心法仍未鍛鍊，最後只是有型無實的三腳貓工
夫，一遇強敵便不堪一擊，被人打得落花流水，以致身受重傷，經年未能痊癒。
「一對一守望」是一種「關係式」的牧養摸式，是回應本世代資訊發達，人與
人間關係卻疏離的處境，這是使人與人的關係建立重新走回基督「道成肉身」的原
型，為的是讓人重建真實的關係，藉著你我的真誠地互動，讓恩典與改變在關係中
慢慢發生。
聖經說：
「雖然你們在基督裏有無數的導師，卻沒有許多父親，因我是在基督耶
穌裏用福音生了你們。」(林前 4:15) 「為父的心」就是一對一的核心心法，正如我
們每個人在這世代面對很多處境，如個人、家庭、學校、職場、社會中，難免經歷
困難，或許也會有喜樂和憂傷的時候，但生活和成長中有「為父的心」的同路人，
「要與喜樂的人同樂；要與哀哭的人同哭。」(羅 12:15)，那麼就能更有力量和勇氣
面對生命中的各種挑戰。
你願意學習和實踐「為父的心」的內功心法嗎？你希望成為「一對一」的守望
者，同時又是被守望者嗎？盼望我們一起建立一個彼此關顧，共同經歷的氛圍，成
為關係式牧養的群體。

林一君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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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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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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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一君教師按牧典禮
日期:6 月 9 日(日)
時間:下午 3:00
地點:信義會真理堂

堂慶 25 周年暨林一君教師按牧慶典盆菜宴
日期:6 月 9 日(日)
時間:晚上 7:30
地點:信義中學 4/F 大禮堂
10.教會營 2019
日期:30/6(日)-1/7(一,公眾假)
時間:崇拜後
地點:保良局大棠渡假營(元朗)
費用:$220/人 (全日制學生及 65 歲或以上$150/人)
截止報名日期: 2/6(日)
11.天水圍青年禱告祭壇
日期:6 月 15 日(六)
時間:晚上 7:30
地點:神召會天澤堂
12.執事會
日期:6 月 21 日(五)
時間:晚上 7:30
地點:中心(耀華樓地下)

13.2019 年本堂祈禱會
日期:6 月 23 日(日)
時間:崇拜後
地點:崇拜禮堂 (信義中學新翼地下)
14. 組長組
日期:6 月 23 日(日)
時間:下午 2:00
地點:崇拜禮堂 (信義中學新翼地下)
15.婦女佈道會---天水圍教會網絡
日期:6 月 27 日(四)
時間:下午 3:00
地點:金恒香海鮮酒家 (天慈邨商場 1/F)

全 年 主 題 ：數算主恩廿五載 生命更新創未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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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日

黎嘉惠姊妹

林一君教師

司他

李黎明

黎嘉儀

程德珍 梁潤清

鄧柏霖
梁潤清

6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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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可誼

譚焯源
李敬聰

袁玉山教師

司他/

簡兆榮

周靜文

梁仲榮 張秀蘭

鍾翠嫻老師

司他

池鳳鳴

郭瑞文

司他

朱可誼

黎嘉儀

(襄禮)

6 月 16 日

周艷鈴姊妹

6 月 23 日

潘翰璿弟兄

6 月 30 日

黎嘉惠姊妹

(中國神學研究院)

郭莫慧賢傳道
(基督教榮耀教會)

獻花

插花

司事

程德媚
李黎明
曾智衡
劉淑芳 呂碧英
程德珍
曾智衡
梁仲榮 李敬聰
呂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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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你們在基督裏有無數的導師，卻沒
並及早求醫，多留在家中休息，
有許多父親，因我是在基督耶穌裏用福
禱告願上帝醫治。
2. 小組的奉獻可交學校和中心
音生了你們。
教會辦公室辦理。
哥林多前書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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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奉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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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3.5

十分之一

$3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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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0

4人

$47,713.5

差傳奉獻

$4,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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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人

差傳

主 日 崇 拜

星期日 上午 10:00

86 人

$(888.2)

盈餘/(赤字)
總經常性支出

$50,218.65

4 月盈餘/(赤字)
$(2,505.15)
代禱事項:
1. 為本堂祈禱:
a) 感謝主帶領我們這 25 年，並帶領林一君教師成為牧師，願主耶穌基督帶領我們繼續走前面的路，
祂是我們的主、是我們最大的牧者，願主幫助我們能更謙卑地跟隨祂，無論前面的路如何，我
們都捉緊祂、倚靠祂，並持守聖靈所賜的合一，為主贏得更多失喪靈魂，成為這世代的祝福。
b) 為 30/6-1/7 教會營禱告，藉著這營會讓我們走在一起，願主的愛臨到我們當中，不但讓我們彼
此能建立更深關係、彼此欣賞和鼓勵，更願主的心意臨到我們當中，讓我們聽到祂的聲音，知
道怎樣回應祂的旨意。
c) 為組長組的領袖們禱告，願主成為我們最大的牧者，讓領袖們的生命在祂裡面常得飽足，滿有
能力，明白天父的心意，靠著聖靈的帶領牧養組員的生命。
2. 為本堂在信義中學的福音服事祈禱:
a) 6 月考試月，願主賜下智慧讓同學們能明白所學的知識，願平安充滿他們的心，保守他們能專
心溫書，並有足夠的休息、精神和健康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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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泰南暑期，5 月新學年開始，新一學年我們嘗試讓依臨早上到本地私人幼稚園上學（K2），
主要希望她可以學習泰文，另外也希望她可以認識多一點同齡朋友，在學校中學習社交技巧。主
保守她在上學初期要適應在泰文的氛圍和泰國的文化中上課能很快明白和適應，祝福她可以將平
日我們教導她正確的價值觀也能繼續保持，學懂分別善惡。
c) 我們的隊工的小隊重新配搭，可以重新建立默契，看別人比自己強。

4. 為香港禱告:
a) 願主掌管香港的行政和立法機關，特別在討論修訂《逃犯條例》的事情上，願主保守香港法律
能按公義制定，願基督的真理臨到議會當中，讓討論過程和結果都能保障香港市民，使市民得益
處。
5. 為世界禱告:
a) 為台灣禱告，17/5 當地立法院通過了同性婚姻專法，求主憐憫台灣的下一代，保守他們了解父
母在家庭角色和對兒童成長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