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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主題異象：願祢復興我!

為道敢言小先知
陳惠琴牧師
將臨期是教會年的開始，堂會每年在將臨期第一個主日贈送下一年度的月曆予會友、
慕道朋友及福音事工合作伙伴（尚德中心、將軍澳幼稚園及健明幼兒學校各同工），此舉
不單表達堂會對大家的心意，更期望藉月曆的訊息，培育信徒對教會節期及基督信仰有多
一點了解；慕道及新朋友對堂會聚會資料有多一點認識。
2016 年 1 月也是新一年的開始，道聲月曆《為道敢言小先知》，以聖經中十二卷篇幅
較短的先知書為題，每月逐一簡介。為加深弟兄姊妹對這十二位先知及十二先知書的認
識，堂會本年的講道編排，以此配合，將每月介紹一位先知。

「「先知」(Prophecy)，一詞源自希臘文，即「宣告者」的意思，指代表神明或女神
發言的人。先知通常在一個出神的狀態下得著啟示，不論是看見異象還是直接得著啟示。」
《希伯來聖經導論》 （276 頁）。在舊約聖經，先知也經常被稱為「先見」或「神人」。
而十二位先知名字的書卷，稱為「十二先知書」，也視為一個單元。《先知文學導論》中
對十二先知書為一單元有以下的論述︰

「「十二先知」這說法可追溯至前基督教時代，例如便西拉智訓四十九章 10 節
寫道︰『願十二先知的骨頭從他們躺臥之處發出新生命。』因此早於大概主前二
百年，我們已看見這十二人被視一個組別。而且，多不勝數的證據證明這十二卷
聖經書卷被視為一個抄寫單元。」《先知文學導論》頁 245
在這十二先知書中，最突出的主題就是「耶和華的日子」這片語，這是大而可畏的日
子，先知直接或間接向以色列人宣告這日子是耶和華施行報應的日子。這是先知的職責。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來到！耶和華的榮光發出照耀着你。」以賽亞書 60:1

按聖經的書卷排列序次，十二先知書的第一卷是何西阿書。也是本年講道系列的第一講。
以下為先知及書卷之簡介︰
何西阿是北國以色列的先知，他指責當時社會的各種罪惡︰宗教腐敗、道德低落、社
會混亂；他除了警告來自北方的敵人將臨之外，更大聲疾呼，勸告以色列民回轉、歸向上
帝，竭力追求認識那對他們一直不離不棄的上帝。書卷主要分兩部份︰第一至三章記述先
知跟淫婦的婚姻，以比喻耶和華跟以色列的關係；第四至十四章評論北國在最後數十年在
政治、宗教上的實況。
願我們透過先知向以色列民的宣告，認識上帝對昔日的以色列民、今日的我們那永恆
不變的愛與寬恕，叫我們積極回應祂賜下的救贖大恩！阿們。

顯現期(Epiphany)原意就是顯現，就是上帝的顯明、顯現之意。上帝透過耶穌基督，顯
明自己給世人。「看見我的，就是看見差我來的那位。我就是來到世上的光，使凡信我的
不住在黑暗裡。」約 1：45-46
古教會定元月六日為顯現期的第一個主日。這也是教會年曆最早開始的節日。歷史學
家報導說，小亞細亞與埃及兩地的教會已在第二世紀開始守這個節日。在第三世紀時的羅
馬，元月六日原為異教徒慶祝「太陽神生日」，後來東方教會將其納入基督教的慶典中，
為「真光」進入世界，而成為基督教的顯現日。第四世紀東西方交通發達了，東方教會接
受了西方教會的方式，看十二月二十五日為聖誕節，而元月六日定為向邦人顯現之日。
顯現期具有三方面神學意義：
1. 是慶祝耶穌的道成肉身住在我們當中，同時幾位東方博士來
朝，上帝將祂的救恩顯示給普世萬民；
2. 是基督的受洗，「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
悅的。」(太 3：17）；
3. 是慶祝耶穌在迦拿所行的第一個神蹟－使水變酒，祂藉此將
自己的榮耀，顯給門徒看。
顯現期的主題
馬太福音二章 1-12 節，很清楚地指出耶穌是那位彌賽亞，
我們的救贖主，「我們在東方看見祂的星，特來拜祂。」「敬拜祂」是顯現日，人們對耶
穌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的行動表現，並且告訴世人，耶穌就是那位「和平的君王」，我
們所敬拜的對象。
顯現節是每年的元月六日，由於元月六日，可能不是主日，所以現今定元月二日至八
日中的主日為顯現日；而顯現期的長短是四個禮拜至九個禮拜之間，視復活節之安排而
定。此節期的主題為宣教和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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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消息


2016 年 1 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14/1(四)晚上 7:00 舉行，靈修分享︰陳惠琴牧師。



2016 年度鮮花認獻表已張貼於禮堂招待處，請弟兄姊妹踴躍認獻，每份港幣一百元。



堂會已預備 2016 年月曆致贈各弟兄姊妹及新朋友，請於招待處領取，每家乙份。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行事曆：
17/1(日)崇拜後

愛筵

24/1(日)崇拜後

招待、司事員座談會

14/2(日)早上 10:30

新春崇拜

崇拜消息





17/1(日)承蒙挪威差會中國代表張雅各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4/1(日)承蒙道聲出版社副社長梁美英牧師蒞臨宣講聖道及施行聖禮，謹此致謝。
31/1(日)承蒙信義宗神學院戴浩輝博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015 年度聖誕節期活動及崇拜已順利舉行︰24/12 平安夜晚會+報佳音；25/12 聖誕
感恩暨聖洗崇拜，當日為王仕梅舉行成人聖洗禮，歡迎她加入恩澤堂。



27/12/2015(日)已舉行感恩見證分享主
日，當日有七位弟兄姊妹見證分享主恩
典。崇拜後頒發紀念品予參加讀經計劃的
弟兄姊妹，以鼓勵各人繼續勤讀聖言。
24/1(日)崇拜後舉行招待、司事員座談
會，請相關事奉人員預留時間出席。
因應部份敬拜隊員需輪班工作而退出事
奉，由 2016 年開始，敬拜隊只在每月第
四主日出隊。感謝他們一直盡心事奉，更
求主感動更多聖樂人員加入事奉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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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消息











團契部為鼓勵大家彼此相愛及互相關懷，將於 17/1/2016(日)崇拜後舉行本年度第一
次愛筵，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31/1/2016(日)崇後舉行部會，請各小組組長或團契團長預留時間出席。
家庭團契於 27/12/2015 舉行生日會＋編排 2016 年上半年週會。本月週會 10/1(日)
參加馬志洪執事、林淑英教師結婚典禮，下月週會 14/2(年初七)舉行團拜。
亞波羅小組於 27/12/2015(日)於馮志權弟兄家中舉行，當日編定 2016 年 1-3 月週會。
以諾團契於 3/1/16(日)舉行聚會並編排明年上半年週會，2 月週會將於 14/2(年初七)
跟家庭團契合團舉行團拜。
長者團契於 8/1/16(五)舉行團契，團契後
一起飲茶。
AWANA 家長小組將於 24/1/16(日)崇拜後
下午 1:15-3:15 舉行親子蘿蔔糕製作，請
為 AWANA 家長福音工作代禱。
弟兄小組已於 27/12/15(日)舉行感恩分
享，小組每月第四主日早上 9 時舉行，歡
迎弟兄們參加。

栽培消息














栽培部已於 27/12/2015(日)感恩見證主日崇拜中，致送紀念品予參與讀經計運動之
12 位弟兄姊妹。另外，讀經運動在完成閱讀《路得記》後，暫停至 6/3/2016，讓弟
兄姊妹可繼續閱讀未完成的經卷。6/3 進入閱讀歷史書《撒母耳記上》。
AWANA 兒童事工已於 20/12/2015(日)舉
行聖誕聯歡會，當日除有遊戲時間及大
食會外，更特別安排小型 Awana store 換
物會，小朋友以積分換領禮物，各人都
滿載而歸。另外，AWANA 學生也於 24/12
堂會舉辦之平安夜晚會獻唱，當晚出席
AWANA 的家長，部份還跟堂會弟兄姊妹一
起出外報佳音。
祈禱鏈內容於週六傍晚以電郵發送給各
肢體，並在團契部電話群組發放，鼓勵
大家多為身邊的人和事禱告。
每月第二、第四週三晚上之祈禱會因出席人數長期偏低，故由 2016 年 1 月起暫停。
2016 年 1 月開始，堂會舉行兩個禱告時段︰每月第二主日崇拜後及每月第三主日崇拜
前(9:30-10:00)；鼓勵大家繼續為教會守望。
由於團契部於 17/1/16 崇拜後舉行愛筵，當日之談天說地茶聚及主日學暫停一次。
屬靈書籍介紹及書攤於每月第一個主日崇拜後舉行，1 月份由關曉雲姊妹負責，介紹
書籍為《留一段幸福給自己》。
長者查經逢週五上午 10:00 舉行(除第二週團契)，現正查考《使徒行傳》，歡迎長者
參加，現時平均 6 人出席。
秀茂坪婦女查經隔週三舉行，歡迎居住觀塘區姊妹連同工共 6 人出席。
將軍澳婦女查經每月週二上午 10:00 舉行查經兩次，每月第四週二舉行將軍澳幼稚園
家長加油站，各組員為義工，跟家長們建立關係，作福音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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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消息






社區佈道每月第一主日早上 9:15 舉行，3/1/2016(日)共 5 位弟兄姊妹參與派單張，
誠邀弟兄姊妹積極參與派發福音單張，並讓區內街坊知道教會所在地，參加崇拜。
拓展部與中心合作事工︰
1. 升呢媽咪 — 2016 年 1-3 月活動原定於 7/1 開始，但因報名人數不足，現順延報
名截止日期至 16/1，活動暫定於 21/1 開始。
2.升呢小組 — 2016 年 1-3 月將於 14/1 開始；內容︰(14/1)健康舞、(28/1)新年食
品製作、(18/2)中醫講座、(3/3)插花、(17/3)手工製作–捲紙。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26/1(二)兒童崇拜、家長加油站—賀年食品製作。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1-2 月參與學校之家長活動，3 月後每月第四週二舉行家長月會。

同工消息




8/1/2016 陳新興教師正式離任恩澤堂傳道。
吳玉燕幹事將於 24-25/1(日至一)取放例假及公假，26/1(二)照常當值。

中心消息


8/2(一)至 13/2(六)為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農曆新年假期，暫停開放。

總辦事處及神學院消息







本會傳道牧養部為了讓執事們能夠成為使人得力的領袖，以協辦形式舉辦「執事訓練
班」，內容是 On Track Networks 的 ACTS 2016 領袖訓練的三個核心課程，詳情
如下：
第一講 生命轉化的領袖 2016 年 1 月 9-10 日(六、日) 2:30 – 8:30pm
第二講 以價值為本的領導 2016 年 4 月 2-3 日(六、日) 2:30 – 8:30pm
第三講 建立使人得力的團隊 2016 年 6 月 25-26 日(六、日)2:30 – 8:30pm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大埔堂，對象：本會各堂現任執事或有心志參與帶領事奉的肢
體，名額：100 人，費用：每一講每位港幣 300 元（原價 400 元），全期三講共$900，
截止：2015 年 12 月 19 日（第一講）/ 2016 年 3 月 12 日（第二講）/ 2016 年 6
月 4 日（第三講），報名請聯絡教牧同工。
本會信徒培育部屬下聖樂禮儀工作小組將舉辦「崇拜讀經訓練」課程，詳情如下：
講員﹕伍中恩教授，日期﹕2016 年 2 月 24 日、3 月 2、9 及 16 日（逢週三，共 4
課），時間︰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地 點﹕信義樓 5 樓，對象︰讀經員、主
禮或有興趣的參加者，名額：30 人，費 用﹕$200，截止日期﹕2016 年 2 月 15 日
或額滿即止。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http://www.elchk.org.hk或聯絡教牧同工。
本會家庭關顧部婦女團契聯會謹定於 2016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週一至週五，
為期五日四夜）舉辦「2016 越南探訪之旅」，行程包括探訪教會及參觀名勝，藉此
認識當地文化及與當地肢體相交。詳情如下︰
日期： 2016 年 3 月 28 日(一)至 4 月 1 日(五)，團費：港幣 5,160 元(全包價，但
全包價不包括旅遊保險)，名額：35 人，截止日期： 2016 年 1 月 25 日。報名表
格可向堂務幹事索取或於本會網頁下載 www.elc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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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日

期

崇拜人數(受 餐)

Awana 兒童(受 餐)

總

人 數

06/12

78

33

111

13/12

71(61)

32(6)

103(67)

20/12

61

38

99

25/12

53(49)

---

53(49)

27/12

64(55)

14(5)

7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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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澤堂 2015 年 11 月份收支報告
收入

支出

主日奉獻
常費奉獻
感恩奉獻
節期奉獻
鮮花奉獻
聖工拓展奉獻
神學教育奉獻
慈惠奉獻
宣教奉獻
其他奉獻/代轉奉獻
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3,319.10
$27,267.00
$20,860.00
$650.00
$700.00
$38,000.00
$0.00
$1,900.00
$550.00
$0.00
$0.00
$0.00

同工及幹事薪津及公積金
崇拜部
團契部
栽培部
拓展部
行政部
其他支出

$63,163.00
$1,337.00
$0.00
$2,105.10
$449.40
$4,263.00
$939.00

本月收入

$93,246.10

本月支出

$72,256.50

本月盈餘/(赤字)

$20,989.60

恩澤堂 2015 年 11 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 動 負 債

基

$0.00

金

流 動 資 產
往來戶口

$513,809.47

儲蓄戶口

$108,326.12

現金

普通儲備

$338,574.77

發展儲備

$292,156.25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本月盈餘／(赤字)
累積盈餘／(赤字)

($24,585.03)
$20,989.60
($3,595.43)

總負債及基金

$627,135.59

總資產

$5,000.00

$627,1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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