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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年年主主題題異異象象：：願願祢祢復復興興我我!!  
 

 

 

 

 

 

                                                            陳惠琴牧師 

    恩澤報二月刊出版之日—7/2是農曆十二月廿九日，乙未年的最後一天； 

8/2是丙申年正月初一，謹代表恩澤堂同工及執事同仁，祝願各位弟兄姊妹︰ 

   新年蒙福！靈命健壯！事主得力！常常喜樂！祝福滿滿！ 

以上的祝福都是身為蒙福族裔—我們的心願。靈命健壯、事主得力均為每

位信徒的渴望；更願常常喜樂、祝福滿滿的生命，時刻呈現於我們的生命中。 

    事實上，我們已從主的教導、律法中知罪，在聖靈的提醒、感動中認罪悔改，在主犠

牲的大愛中得赦罪的恩典，我們就成為蒙恩得救的人，成為上主的兒女，有永生的盼望，

領受祂豐厚的賜福！ 

    我們的上主，滿有恩惠、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在祂心中只有一個願望，

就是祂不願一人沉淪，只要人肯認罪悔改，祂必向人啟動救贖程序；就如本月所介紹十二

先知書中約珥書記載，先知呼籲百姓悔改歸向耶和華—他們的上帝，他們因罪受審判，經

歷可怕的蝗災和旱災、田荒涼、地悲哀、五穀毀壞、新酒和油缺乏……苦不堪言！但當百

姓真心悔改，上主就改變心意，不降災難，更會再賜福澤與祂的子民！ 

 讓我們在新的一年開始，時時儆醒，遵主話、行主道，作主喜悅的兒女，天天領受

祂的保護和賜福！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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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苦期(Lent)的意義 

 預苦期又稱為大齋期，乃從聖灰日（Ash Wednesday）

至復活節（Easter）期間的四十日（主日不計算在內：因為

每個主日都是記念主基督復活的日子）。自古以來，信徒在

此期間多會禁食禱告，悔改自省，思念基督的受苦受死。Lent

一字來自拉丁文，是春天之意。在春天大地煥然一新，生氣

盎然，大自然早已脫去陰沉灰暗，而滿有盼望。因此現今許

多基督徒不再將預苦期視為「自懲、自虐」的時節，而是更

加體驗與了解何為「愛與信心」，也藉此使自己在信仰上更

為茁壯穩固。 

   在預苦期，我們應懷著盼望並預備自己的心去慶祝耶穌

的復活。因此，預苦期的主題是紀念十架的基督，默想上帝救恩與犧牲，信徒從聖灰

日起已進入悔罪和更新。 

   節期中，以紫色為主色，象徵悔罪、尊貴、莊嚴的意思。紫色乃紅和藍調和而成

的，是莊嚴和寶血的象徵，在此時期使用，更有悔罪之意。黑色是此節期的另一個主

色，特別在聖灰日及受難日當天才可使用，象徵憂傷、痛苦和懺悔，說明基督的犧牲

是為了我們，祂走上十架苦路是因著愛我們，救贖我們。 

   今年聖壇的擺設採用七燈燭台，中間放上黑色蠟燭一支，兩旁均放上紫色蠟燭各

三支，合共六支作預苦期的標記。六支紫色蠟燭象徵主耶穌邁向耶路撒冷受難的屬靈

旅程之六個主日；而中間的黑色蠟燭則象徵主耶穌要承受的苦難及死亡；第一個主日

燃點六枝紫色的蠟燭，第二主日則燃點少一支，到了棕枝主日，只燃點一支蠟燭，立

聖餐及受難日就不點蠟燭(將另設禮儀)。七燈燭台以紫色布纏上，用意使聖壇顯出大齋

節期的色彩。受難日要換上黑布，復活節換上白布，黑色象徵悲傷與死亡，而白色象

徵榮耀與得勝。雖然此舉並非禮儀上之必須，惟盼望它能向會眾展現「在預苦期中教

會與基督一同走上十架苦路」的主題。 

   預苦期之禮儀與常年期比較，儀節的次序上並沒有任何變動。然而在禮文上，由

於節期的轉換，因此，主題和內容方面也隨之不同。另一方面，有部份禮儀詩歌轉換

了。《榮頌》、《稱頌》較歡欣的禮儀詩歌將會剔除，目的是使我們在預苦期間更能

明白受苦的意義。《認罪》選唱《詩篇130篇1-4節》，福音前後《哈利路亞》則選唱

每年我們在預苦期慣用的一首《當轉向主你的神》新頌#563，《奉獻》時段以音樂代

替唱詩，讓會眾安靜片刻，深化聖道；《代禱》亦會選唱《求祢俯聽我》頌主#472。 

     盼望以上的安排能對肢體有更深的敬拜經歷，信心得到堅固，教會的生活更為正面

和歡欣。與此同時，更希望每一位崇拜中的事奉人員能各盡其職，恰如其份地參與事奉，

使那位為我們受苦、復活的基督獲得榮耀。因祂復活，我們必得永生！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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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節聖洗、堅信及轉會禮 

   主耶穌話：「信而受洗的必定得救」 

   洗禮的主要意義，是藉著洗禮歸入基督的死，將舊人與耶

穌同釘十字架，與祂一同埋葬，然後藉著主的復活，我們也與基

督一同復活，以後就與基督同活，一舉一動都有新生的樣式。(參

羅馬書六章) 

洗禮也是耶穌給門徒一個命令，不但是洗禮，並且要遵行主

的教導，在主裡繼續不斷成長，經歷主同在的應許。(參馬太福音

廿八章) 

本堂定於五月十五日(聖靈降臨主日)舉行聖洗禮、堅信禮及轉會禮，凡在本堂穩定參

加崇拜或團契之慕道朋友及主內弟兄姊妹，如有意於聖靈降臨節接受聖洗、堅信或轉會，

請向同工報名參加學道班。如有特別原因，或因時間限制未能出席學道班，亦請向教牧洽

商。 

2016 年聖靈降臨節學道班，將由 20/3-08/5 期間，逢星期日下午 2 時至 4 時正舉行，

課程安排如下： 

日期 內  容  日期 內  容 

20/3 課程簡介 + 救恩與我  17/4 本會信仰 II 
27/3 認識崇拜禮儀  24/4 受託—事奉與奉獻 
03/4 聖禮觀  退修日期：暫定 8/5 

(2 至 6 時，戶外舉行) 10/4 本會信仰 I  

     報名表格，可向教牧同工索取---- 

總負責同工：陳惠琴牧師 

 

2016 年 1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日     期 崇拜人數(受 餐) Awana兒童(受 餐) 總  人  數 

03/01 71 27 98 

10/01 66(60) 24(6) 90(66) 

17/01 69 28 97 

24/01 63(55) 21(6) 84(61) 

31/01 60 2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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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整 體體體 消消消 息息息    
 2016 年 2 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23/2/2016(五)晚上 7:00 舉行，是次會議一併舉行團拜。 

 2015-2016 年度第二次教友週年大會將於 28/2 主日崇拜後中午 12:30 舉行，當日將

簡介及通過三年堂務計劃(2014-2016)、通過 2015 年度財政結算、核數報告及 2016 年

財政預算，會議通告及議程於 7/2(日)派發，請各會友務必出席，並歡迎關心堂會發

展之弟兄姊妹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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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 月至 3 月行事曆： 

14/2(日) 早上 10:30 新春崇拜 

21/2(日) 早上 10︰30 宣教主日 

28/2(日) 崇拜後 第二次教友週年大會  

崇崇崇 拜拜拜 消消消 息息息       
 21/2(日)承蒙本會海外宣教部宣教主任陳慧玲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當日為

宣教主日。 

 2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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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日)承蒙信義宗神學院羅永光博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14/2(日)為丙申年年初七，當日舉行新春崇拜。 

團團團 契契契 消消消 息息息    
 團契部會已於 31/1(日)崇拜後舉行。 

 弟兄小組已於 24/1(日)舉行，當日編排本年

度上半年週會並推選陳兆峰為組長；感謝黃

錫輝執事多年來一直承擔組長，願主親自報

答他的辛勞。小組每月第四主日早上 9時舉

行，歡迎弟兄們參加。 

 AWANA家長小組已於 24/1(日)崇拜後舉行親

子蘿蔔糕製作，當日有八個家庭參加，連同

工及義工共 23 人出席。請為家長福音事工

代禱。 

 士師組於 7/2(年廿九)崇拜後舉行火煱團年；小組由 3 月份開始改於每月第一週六聚

會，以多元化型式舉行，歡迎高中、大學之青少年參加。 

 家庭團契跟以諾團契將於 14/2(年初七) 崇拜後舉行合團團拜，也歡迎其他團契/小組

參加。 

 亞波羅小組每月第四主日崇後舉行，歡迎在職青年參加。 

 長者團契農曆新年期間暫停至 19/2(五)初十二重開，團契後一起團拜飲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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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栽栽 培培培 消消消 息息息    
 AWANA 兒童品格課程於 7/2(年廿九)暫停一次，14/2(年初七)繼續舉行。 
 屬靈書籍介紹及書攤於每月第一個主日崇拜後舉行，2 月份由李太麟弟兄負責，介紹

書籍為《四季成長路–夏》。 
 主日學每月第三主日崇拜後舉行，21/2(日)主日學主題︰奉獻，導師︰麥家良執事。 
 讀經計劃將於 6/3(日)開始進入閱讀歷史書《撒母耳記上》，讀經卡將於稍後派發。

另弟兄姊妹如想補回早前派發之讀經卡，請聯絡堂務幹事。 
 堂會現有兩個禱告時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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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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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查經、秀茂坪婦女查經及將軍澳婦女查經均於農曆年前後暫停，16/2 之後重開。 

拓拓拓 展展展 消消消 息息息    
 社區佈道每月第一主日早上 9:15 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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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約教會麗道堂將於 24-28/3/2016(星期四至星期一)舉辦復活節短宣，鼓勵弟兄姊

妹參與，詳情見月刊之其他消息。 
 中心福音合作事工︰升呢媽咪及升呢小

組 2016年第一季(1-3月)已分別於 14/1 
及 21/1 開始，逢星期四上午舉行。活動
內容包括︰手工製作—捲紙、皮革、香
薰製作—潤手霜、賀年糕點製作、中醫
保健、排排舞及插花。求主使用事工，
讓參加者透過活動認識教會，有機會接
觸基督信仰，讓我們能跟她們建立關
係，有機會將福音傳給她們，懇請代禱。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原定 26/1(二)舉行
兒童崇拜及家長加油站—賀年食品製
作，由於天氣關係，當天活動取消，另
定日期舉行。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3月後每月第四週二舉行家長月會。 

總總總 辦辦辦 事事事 處處處 及及及 神神神 學學學 院院院 消消消 息息息    
 本會海外宣教部現正招募 2016 年差傳戰士，分別為【小戰士】200 名、【少年戰士】

50 名和【樂齡勇士】100 名。目的是鼓勵大家為上帝的國禱告，獻出少少金錢支持
宣教事工，並製作小手工來表達他們關心外地宣教士或兒童的習慣。截止日期︰2 月
11 日，詳情請閱海報。 

 本會海外宣教部謹定於三月五日舉行「第五屆大專生差傳夜」，主題是「ANKUPENDA 
WE WE 非洲－我們愛你」。 詳情如下﹕ 
日期：年 3 月 5 日 (六) ，時間：下午 7 : 00，地點：信義樓五樓禮堂，內容：音
樂分享(非洲弟兄姊妹)、展板、信息、非洲信義會事工影片分享，對象：本會大專生
及高中學生，名額：100 人，截止報名：2 月 11 日。 

 本會信徒培育部屬下聖樂禮儀工作小組舉辦的「崇拜讀經訓練」課程 2-3 月份課程已
額滿，現加開一班，舉行日期是 5 月 3、10、17 及 24 日(周二)，詳情請瀏覽本會網
頁http://www.elchk.org.hk或聯絡教牧同工。 
 

http://www.elc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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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海外宣教部於 6 月至 11 月期間主辦多個短宣體驗團，舉辦日期及地點如下︰ 

日期 地點 名額 費用 

14/6-20/6 東島七天教學體驗團 10 名 港幣 5500 元 

19/7-25/7 泰北中學生七天短宣體驗團 6 名 港幣 4000 元至 4800 元 

19/7-25/7 泰國東北曼谷七天短宣體驗團 32 名 港幣 4800 元 

2/8-8/8 柬埔寨七天短宣體驗團 10 名 港幣 5500 元 

9/8-14/8 泰國親子短宣探訪六天團 12 名 港幣 3200 元至 3900 元 

12/11-20/11 柬埔寨第七屆醫療短宣九天體驗團 10 名 港幣 5500 元 
截止報名日期分別為 3 月 15 日及 5 月 28 日，詳情請閱海報。 

 本會青少年部為著訓練更多青少年領袖服事教會，本年將繼續與中美服務促進會及美 
國華寶湖聖經營合作，選派青少年代表於七月至八月期間前赴中國河南省信陽市，擔 
任「2016 雞公山博愛國際青少年夏令營」營會組長義工，服侍內地青少年。截止報 
名日期︰3 月 31 日，有關詳情，請參閱海報。 

其其其 他他他 消消消 息息息    
 聖約教會麗道堂將於 24-28/3/2016(星期四至星期一)舉辦復活節短宣，地點︰廣東

省英德市，費用︰每位 HK$2,000，截止日期︰1/3，有意參加者可向拓展部長黃錫
輝執事了解詳情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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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澤堂 2015 年 12 月份收支報告 

     

收入   支出 

主日奉獻  $3,692.50    同工及幹事薪津及公積金 $115,143.00  

常費奉獻  $13,700.00    崇拜部  $1,349.70  

感恩奉獻  $11,327.00    團契部  $0.00  

節期奉獻  $1,050.00    栽培部  $1,805.40  

鮮花奉獻  $500.00    拓展部 $362.70  

聖工拓展奉獻  $14,500.00    行政部 $6,657.90  

神學教育奉獻  $0.00    其他支出 $4,650.00  

慈惠奉獻 $7,500.00       

宣教奉獻 $50.00       

其他奉獻/代轉奉獻 $0.00       

利息收入 $1.09       

其他收入 $360.60       

本月收入 $52,681.19    本月支出 $129,968.70  

      本月盈餘/(赤字) ($77,287.51) 

     

恩澤堂 2015 年 12 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 動 負 債 $0.00    流 動 資 產   

     往來戶口  $436,520.87  

     儲蓄戶口  $108,327.21  

基   金    現金  $5,000.00  

普通儲備  $338,074.77       

         

發展儲備  $292,656.25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3,595.43)      

本月盈餘／(赤字) ($77,287.51)      

累積盈餘／(赤字) ($80,882.94)      

        

        

總負債及基金 $549,848.08    總資產 $549,84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