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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基督的光在哪裡？
每周主日崇拜的時候，教會有身心靈軟弱的弟兄姊妹，福音事工需要幫手，傷
健弟兄姊妹需要幫忙推輪椅遞食物時，此刻你在哪裡呢？
家人面對生活的掙扎，年輕人面對學業、工作和成長的困難，街上有人暈倒需
要幫助，上班族如沙丁魚迫著身子在往九龍的西鐵上，婦女們慨歎買餸菜價格不斷
上升，老年人困乏無助，基層市民瑟縮在百尺不足的劏房中，當很多人形容天水圍
是悲情城市時，此刻你在哪裡呢？
六月十二日一百五十枚催淚彈及數十發布袋彈與橡膠子彈在金鐘射向市民，六
月十六日二百萬人上街遊行，香港很多不同地方舉行守望香港祈禱會，很多人說現
在香港政局混亂和貧富懸殊嚴重時，此刻你在哪裡呢？
末後是一個黑暗彎曲的世代，身處的環境，不論在我們的家庭、學校、教會、
職場、社區及香港也滿是挑戰，困難重重，我們每個人都被世界發生的事情與價值
觀牽著走，當身處其中，我們如何面對呢？感謝主賜給我們有自由意志，可以在真
理中作出不同的選擇，而你又會怎樣選擇呢？你會選擇在電視機前面看直播，還是
走到街上去，或者選擇留在家中與家人討論，又或者在列車上與別人談論一番呢？
又可能是忙碌地工作和生活而管不著呢？甚或是視而不見，置身事外呢？
在聖經中，耶穌教導他的門徒說：
「光在你們中間為時不多了，應該趁著有光的

時候行走，免得黑暗臨到你們；那在黑暗裏行走的，不知道往何處去。你們趁著有
光，要信從這光，使你們成為光明之子。」（約 12:35-36 上）
耶穌提醒我們在黑暗的世代要作光明之子，活出基督的樣式，在需要的地方和
群體中伸出援手，使我們的生命能成為別人的祝福。蘇恩佩女士（突破機構創辦人）
曾經說：
「與其咒詛黑暗〃不如燃燒自己」
，我們不要忘記自己是基督徒，這是耶穌
基督以重價買贖回來珍貴的身份，並要成為基督的光明之子。願主感動我們每一位
在這黑暗的世代，成為一點點基督的光，燃亮各處昏暗的角落，使耶穌的愛與祝福
臨到我們的家庭、學校、教會、職場、社區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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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遣禮---細胞小組教會宣教網絡(CCMN)短宣 2019
日期:7 月 21 日(日)
時間:下午 3:00
地點:沙田鄉議局大樓 (沙田石門安睦街)
22/7-29/7 古晉(馬來西亞):廖嘉宏弟兄、黎嘉惠姊妹
22/7-29/7 孟加拉:鄧柏霖弟兄
22/7-4/8 岩手(日本):李敏聰弟兄
鼓勵弟兄姊妹支持他們、為他們禱告 GO! GO! GO!
10. 天水圍青年禱告祭壇
日期:7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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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F 禮堂)
11.2019 年本堂祈禱會
日期:7 月 28 日(日)
時間:崇拜後
地點:崇拜禮堂 (信義中學新翼地下)
12.執事會
日期:8 月 2 日(五)
時間:晚上 7:30
地點:中心(耀華樓地下)
13.林一君牧師於 15/7-21/7 放年假休息。如有需要，在這期間可直接找嘉惠(福音幹事)或潘翰璿主席。

全 年 主 題 ：數算主恩廿五載 生命更新創未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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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7日

黎嘉惠姊妹

林一君牧師

司他

李黎明

黎嘉儀

陳嬋枝 李黎明

鄧柏霖
呂碧英

7 月 14 日

潘翰璿弟兄
林一君牧師

楊國偉牧師

司他/
司琴

蔡津

李敏聰

洪世珍 程德珍

譚焯源
李敬聰

蔡仕梅 譚焯源

(襄禮)

7 月 21 日

周艷鈴姊妹

梁彩燕牧師

司琴

簡兆榮

周靜文

7 月 28 日

羅啓光弟兄

林一君牧師

司他

池鳳鳴

郭瑞文

獻花

插花

司事

程德媚
李黎明
曾智衡
陳嬋枝 梁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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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趁著有光，要信從這光，使你們成
並及早求醫，多留在家中休息，
為光明之子。
禱告願上帝醫治。
2. 小組的奉獻可交學校和中心
約翰福音 12:3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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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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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奉獻

5 月份聚會人數
聚會

聚會時間

聚會
帄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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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4.3

十分之一

$25,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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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0.0

$46,954.3

差傳奉獻

$11,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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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

差傳

主 日 崇 拜

星期日 上午 10:00

72 人

$6,075.0

盈餘/(赤字)
總經常性支出

$55,127.03

5 月盈餘/(赤字)

($8,172.73)

代禱事項:
1. 為本堂祈禱:
a) 為參與 CCMN 短宣 22/7 出發的 4 位弟兄姊妹祈禱，願主保守他們有強健的身體，隊工中能持守
聖靈所賜的合一，敏感聖靈的帶領，願主賜更多愛人的心，讓他們更愛當地人和宣教士，並能
彼此配搭，一起祝福那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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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10/7 中六公開詴 DSE 放榜祈禱，願主的帄安充滿在同學和他們家長心中，無論成績怎樣，願
他們經歷主的恩典夠用，並願主帶領他們走前面的路。
b) 為老師們及校長禱告，願主保守他們在暑假期間靈、魂、身體得到好的休息，與家人有快樂的
好時光，關係更好，生命能從主耶穌裡重新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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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依臨在帅稚園上學（K2），願主賜她智慧學習泰文，亦讓她可以認識多一點同齡朋友，在
學校中與同學建立更好關係，並將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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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基督的愛和真理臨到，並醫治市民和政府彼此之間受了傷
的關係和身體，願耶穌基督的寶血潔淨和恢復彼此間的關係。
5. 為世界禱告:
a) 為台灣禱告，長榮航空工潮持續，之前長榮航空宣布取消七日超過五百個航班，預計超過十萬
人受影響，願主的和帄臨到勞資雙方關係當中，盼望能彼明此白，並商討更好的方案，讓大家在
工作上能彼此得著益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