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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你的心在哪裡？
常常聽一節經文：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發出。」(箴 4:23)
「心」這個字很特別，它不僅是我們身體器官，還包含了我們的思想、感受、意志，甚
至我們的靈。但要真正活出這節箴言的道理，實在不容易。
在疫情這段時間，不知大家在忙什麼呢？很多時候，大家留在家中工作及照顧家人沒有
外出，常常留意新聞或網上的消息。這兩個多月來，我如大家一樣會找一些有關防疫的
資訊，對過去一無認識的事情突然間好像學懂了很多，舉例有關口罩的資訊，這兩個多
月來我認識不少，不論是在哪裏購買，哪裏出產，口罩的品質，甚至認證、價錢等等資
訊，大家或許也如我一樣上了口罩的一課；另外，教會小組及崇拜見面的時間暫停了，
我們又急急地學習用不同的視象軟件作聯繫，老師和同學們也因此開始了網上課堂，教
會又開始了網上直播崇拜、網上會議及小組等，大家學了網上科技的一課。雖然疫症來
了，打斷了我們慣常的溝通和生活模式，卻又令我們學懂了一些我們很少留意和認識的
技能。
這時期大家可能會擔心口罩的功能是否可以防疫，通過哪裏的認證，害怕購買了假或不
合規格的口罩；有時候又會擔心口罩、防疫物品、日用品及食物的儲備是否足夠等等，
很多未知和不明白會容易令人慌亂及失去信心，我們此刻的心是否離開了能依靠的上主
呢？或對上主能止息疫症的信心不足呢？舉一個例子，我近來因要不斷幫人尋找口罩貨
源而認識一些買手和廠家，發現其實供貨是有的，但大部分人恐懼的心造成的假象引致
集體性的搶購及囤積，最後引致本來足夠的倉存變成不足夠，也令有些人以此來囤積居
奇。人的信心實在很少，有時候會忘記背後有一位主宰我們生命的主上帝，有沒有把擔
憂的事情交托給衪呢？有沒有祈求主賜我們一顆安穩的心面對逆境呢？
原來決定和做一件事情依靠上主從心而出，最後收到的果效可以很不同。最近和弟兄姊
妹閒談，大家的話題由上個月很徬徨地找物資，轉移到今個月很多弟兄姊妹也和我談談
如何可以為人多走一步。有弟兄姊妹主動在群組中靈修分享鼓勵組員；有弟兄姊妹捐出
口罩給教會希望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有弟兄姊妹外出的時多帶一些口罩和酒精搓手液
送給他們在路上遇見有需要的人；有弟兄姊妹親自訂購口罩並親手送給有需要的肢體、
鄰舍及院舍；有弟兄姊妹在教會暫停對外開放崇拜的期間默默地幫助直播的運作。大家
從心地默默的付出，是我們一起面對疫情中一點點的亮光，不但祝福別人，更可祝福自
己保守自己的心，勝過保守一切。但願疫情早日過去，我們可以除罩相見。祝願大家身
體健康，上主時刻守護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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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培源執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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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培源(執事主席)、池鳳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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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執事會執事如下:
主席:何培源
副主席:簡兆榮
文書:朱可誼
會計:池鳳鳴
司庫:黃歡容
崇拜及牧養部:簡兆榮、池鳳鳴
堂校事工部:李黎明、朱可誼
宣教部:何培源、黃歡容
7. 感恩主日獻花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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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
日期:4 月 19 日(日)
時間:下午 2:00
地點:網上視像會議
9. 因疫情關係暫停 4 月聖餐
10. 屯元天信義會教牧同工會取消 9/4 主立聖餐日聚會，改為網上播放「逾越節晚餐」片段作默想，
網址容後公佈。
11. 信義會常委會通過 1/5 本會代表暨會員大會延期至 1/7 舉行。
12. 林一君牧師於 24/4-30/4 放年假休息。
如有需要，在這期間可直接找嘉惠(福音幹事)或何培源執事主席。

全 年 主 題 ：靠主而活，為主打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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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5日

黎嘉惠姊妹

林一君牧師

司他

黎嘉惠

-

黃蓮好

-

-

4 月 12 日

黎嘉惠姊妹

楊國偉牧師

司他/
司琴

黎嘉惠

-

洪世珍

-

-

4 月 19 日

黎嘉惠姊妹

司他

黎嘉惠

-

-

-

-

4 月 26 日

潘翰璿弟兄

司他/
司琴

黎嘉惠

-

黎國昌

-

-

馬保羅牧師
(細胞小組教會網絡
召集人)

鄭躍培牧師
(Watoto 總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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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
並及早求醫，多留在家中休息，
生命的泉源由心發出。
禱告願上帝醫治。
2. 小組的奉獻可交學校和中心
教會辦公室辦理。
箴言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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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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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福黨(大專)

星期日 下午

2:00

10 人

Walking Man
牧童組
A-part-men
(職青)

每月逢第一星期日
下午 2:00

10 人

Blessing 添
(成青及家庭)

星期日 下午

2:0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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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人

代禱事項:
1. 為本堂祈禱:
a) 因受疫情影響，主日崇拜及各小組聚會，都要彈性地改為網上進行，願主帶領同工及領袖們，
使大家知道如何在逆境中仍繼續牧養弟兄姊妹，亦求主賜下渴慕的心給弟兄姊妹，使我們生命
能透過不同方式認識主、經歷主、服侍主，生命繼續成長，在這逆境中，能更被主使用，祝福
更多有需要的人。
b) 願主在這困境中，讓祂的愛更多充滿我們，以致除去心中一切的恐懼和憂慮，讓我們看見教會
要走的方向、看見祂的心意，並一起繼續持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2. 為本堂在信義中學的福音服事祈禱:
a) 為中六公開考試(DSE)禱告，願主保守 24/4 能順利開考，願主的平安充滿同學們心裡，保守他
們有健康強壯身體，並滿有智慧和能力去面對考試。
b) 因著香港的疫情，學校面對著不同挑戰，願耶穌基督親自帶領，祝福能快快復課，求主讓校長、
副校長及老師們能有健康身體，並有智慧安排各樣事情，願主的愛充滿在他們當中，成為力量，
叫他們能彼此配搭、彼此委身。
c) 為同學們等候復課期間，在家中仍能努力學習，與家人建立更好的關係。
3. 為 CCMN 泰南宣教祈禱:
a)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泰國爆發，當地防疫物資(特別口罩)缺乏，願主看顧當地人，醫治受
感染的生命，並止息疫情的蔓延。
b) 願主保守 Steven 一家，不受病毒感染，讓他們有健康強壯身體。
c) 願主供應 Steven 一家生活所需，使他們足夠有餘。
d) 整個隊工團隊，疫情期間要留在家中不能外出，願主保守他們靈、魂、體能有足夠休息。
亦求主帶領他們，知道怎樣在疫情中與當地人同行。

4.

5.

為 CCMN 日本(岩手)宣教祈禱:
a)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日本爆發，當地防疫物資(特別口罩)缺乏，願主看顧日本人，醫治受
感染的生命，並止息疫情的蔓延。
b) 願主保守阿洋一家，不受病毒感染，讓他們有健康強壯身體。
c) 願主供應阿洋一家生活所需，使他們足夠有餘。
d) 整個隊工團隊，疫情期間要留在家中不能外出，願主保守他們靈、魂、體能有足夠休息。
亦求主帶領他們，知道怎樣在疫情中與當地人同行。
為 CCMN 應許之城宣教祈禱:
a)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當地爆發，當地防疫物資嚴重缺乏，願主看顧當地人，醫治受感染的
生命，並止息疫情的蔓延。
b) 願主保守當地宣教士及牧者一家，不受病毒感染，讓他們有健康強壯身體。
c) 願主供應當地宣教士生活所需，使她足夠有餘。
d) 整個隊工團隊，疫情期間要留在家中不能外出，願主保守他們靈、魂、體能有足夠休息。
亦求主帶領他們，知道怎樣在疫情中與當地人同行。

6. 為香港禱告:
a)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肆虐，願主醫治受感染的人，求主的保護臨到，並止息一切病毒的散播。
b) 願主幫助政府能明白市民的需要，能謙卑聽取意見，並作出智慧的決定，讓香港在政治及疫情
當中能盡快走出困境。願主的愛充滿在香港人心中，叫我們能彼此幫助，並在這艱難日子中，看
見耶穌基督的拯救。
7. 為世界禱告:
a)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全球肆虐，願主感動各國元首及政府，能彼此幫助、配搭，以人的性命為
首，使醫療物資及防疫物資都能足夠去到人民的生命當中。
b) 求主保護全球的醫護人員不受感染，保守他們有足夠休息、有健康強壯的身體，彼此鼓勵、打
氣，共同面對這場戰疫。求主賜下智慧給各國的科研學家，使他們能盡快研究出疫苗。
願主施恩、憐憫這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