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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主題異象：願祢復興我!

賴炳輝執事
「阿摩司」希伯來文的意思是指「重擔/默示」，因此可
以理解為先知阿摩司背負神的重擔宣講默示。
《阿摩司書》的歷史背景很明確：「在烏西雅作猶大王，
約阿施的兒子耶羅波安二世作以色列王期間，大地震前兩年。」
（摩一 1）除了「大地震前兩年」沒有詳確的資料可尋外，清楚
交代了當時南、北二國王朝的時代。阿摩司大約在主前七六零
至七五零年間，雖然是南國猶大的提哥亞人，「是個牧羊人，
也是修剪桑樹的農夫」（摩七 14），卻受呼召前往北國以色列，
向他們傳達上帝的信息。
耶羅波安二世執政北國以色列的王位期間，可以說是北國
獨立建國以來國勢最興盛的時候，甚或超乎所羅門王以後的任何一個國王。論經濟，一片
繁榮的景象；論軍事，列王紀的作者這樣描述：「他收復了所有屬於以色列的領土，從北
方的哈馬口直到南方的死海。」（王下十四 25）以色列是當時世人眼中的一等強國。然而，
阿摩司以「是否遵行上帝的話」看待社會的真正癥結所在。
先知阿摩司出身貧寒，特別能夠體會貧苦人的痛苦。阿摩司雖身處富裕繁榮的時代，
卻沒有被國富民安的假象所欺騙，因為富有人的奢華，正是來自對窮人的剝削。故此，阿
摩司為以色列人唱哀歌，指出他們的事奉和奉獻未蒙悅納（摩五 21-24）。阿摩司看到以
色列人有兩方面的罪惡：第一是沒有真心的敬拜上帝，反倒在伯特利拜金牛犢；第二是欺
壓人，使公義蕩然無存。因此，阿摩司最主要的信息是向以色列人宣告上帝的審判，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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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即將滅亡（摩五 1-3）。其實當時很多人都期盼耶和華的日子到臨，但阿摩司卻說，
上帝的臨在對犯罪的人并不是福氣，而是審判（摩五 18-20）。全書以 8 個審判信息、3 首
哀歌和 5 個異象來表達神諭。
先知阿摩司真誠的對以色列人提出警告，要他們預備迎見上帝、尋求上帝，如此方能
存活。這樣的信息對當時的以色列人來說，無疑是曠世警鐘；可惜，以色列人并沒有聽進
去。然而，先知并沒有因此而感到失望，因為阿摩司相信在審判與刑罰之外，尚有將來的
復興，這完全是上帝恩典的作為，也是上帝百姓唯一的盼望。
於大時代宣講上帝的道，絕對是對一己信仰穩固度和信心的挑戰。其實回看阿摩司的
時代，與我們現今身處的香港何其相似：物質氾濫、個人主義、貧富懸殊 ……。當我們
說要作社會的鹽和光的時候，委實面對重重困難，處處障礙。願主復興我們，叫我們有若
阿摩司的膽量和信心，在末世放聲向人民傳揚上帝的福音，祂的國已經臨近，是悔改歸主
的大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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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27/3
03/4
10/4

內

容

課程簡介 + 救恩與我
認識崇拜禮儀
聖禮觀
本會信仰 I

日期

內

容

本會信仰 II
受託—事奉與奉獻
退修日期：暫定 8/5
(2 至 6 時，戶外舉行)

17/4
24/4

報名表格，可向教牧同工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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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消息






2015-2016 年度第二次教友週年大會已於 28/2 主日崇拜後順利舉行，當日簡介三年
堂務計劃(2014-2016)進度、2016 年度工作計畫、通過 2015 年度財政結算、核數報
告及 2016 年度財政預算，並選出陳懿婷姊妹及李麗歡姊妹為本年度核數員。
2016 年 3 月份執事會議已於 10/3(四)晚上 7:00 舉行；下月執事會議將於 14/4(四)
晚上:00 舉行，靈修分享為陳玉娟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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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至 4 月行事曆：
24/3(四) 晚上 8︰00
25/3(五) 早上 9︰30
27/3(日) 早上 10︰30
10/4(日) 早上 10︰30

主立聖餐日九龍東區教會聯合崇拜，地點︰真理堂
受難日靜思默想
復活節聖餐崇拜、Awana 復活節慶祝活動
將軍澳幼稚園兒童獻唱

崇拜消息







13/3(日)承蒙本會平安堂林淑英教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0/3(日)承蒙信義宗神學院張寶珠老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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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日)承蒙王國江校長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0/3(日)為棕枝主日，也是聖週的開始，堂會預備了一系列
聖週活動，鼓勵弟兄姊妹按時參與，在預苦期間多親近主。
聖週活動及復活節感恩崇拜安排如下︰
一、 24/3(四)主立聖餐日聯合崇拜，由本會九龍東區六間
堂會聯合舉辦，地點︰本會真理堂(油麻地窩打老道 50
號)，時間︰晚上八時正；誠邀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二、 25/3(五)受難日靜思默想，於本區舉行，時間︰早上
九時卅十分，集合地點︰坑口鐡路站 A 出口。誠邀弟
兄姊妹在救主為我們犧牲受苦的日子，一同記念、默
想，藉淺嚐耶穌昔日所受的傷痛，自省反思。
三、 27/3(日)舉行復活節聖餐崇拜，同慶救主復活，會後
設簡單愛筵。

團契消息








士師小組由 3 月份開始每月第一週六聚會，以多元化型式舉行，歡迎高中、大學之青
少年參加；5/3(六)已舉行戶外活動—行沙田道風山。
亞波羅小組已於 28/2(日)舉行，當日選出林慈妹為組長，周健邦為副組長，求主賜福
他們的事奉。感謝區樂韻姊妹在過往一段日子擔任組長，願主親自報答她的辛勞。
弟兄小組已於 28/2(日)舉行團拜、分享會，共 8 人出席；下氺 7/3 舉行查經。
以諾團契已於 6/3(日)下午舉行經文及感恩分享。
家庭團契於 13/3(日)下午舉行退修，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校園。
長者團契原定出外探訪團友江丁嬌姊妹，因天氣寒冷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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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消息













部會已於 21/2(日)崇拜後舉行，當日編定本年屬靈書籍分享、主日學及讀經計劃安排。
屬靈書籍介紹及書攤每月第一個主日崇拜後舉行，3 月份由馬錦靈執事負責，介紹書
籍《禱告》。
本年度讀經計劃已於 6/3 開始閱讀《撒母耳記上》，將於 6/4(四)完成。下一卷書為
《撒母耳記下》，鼓勵弟兄姊妹勤讀聖言，多明白上主心意。
主日學每月第三主日崇拜後舉行， 20/3(日)主題︰奉獻，導師︰麥家良執事。誠邀
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Awana 導師會議將於 10/4 崇拜後舉行，請各導師預留時間出席。
Awana 將於 27/3(復活節)舉行復活節慶祝會，已發信邀請家長參加大堂崇拜。
本年度繼續鼓勵及推行禱告操練，邀誠弟兄姊妹參加每月第二主日崇拜後及每月第三
主日崇拜前之祈禱會；讓我們為教會守望，祈求主復興我們！
祈禱鏈內容於主日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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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查經逢週五上午 10:00 舉行，現正查考《使徒行傳》，歡迎長者肢體參加。
秀茂坪婦女查經隔週三上午 10:30 舉行，歡迎居住觀塘區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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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消息









社區佈道每月第一主日早上 9:15 舉行，6/3(日)
共 4 位弟兄姊妹出隊，誠邀大家積極參與派福
音單張，讓區內街坊知道教會所在地點，參加
崇拜，認識福音。
中心合作福音事工︰2015 年 1-3 月升呢小組
及升呢媽咪活動分別進入尾聲，17/3 及 24/3
舉行最後一堂。另，兩項活動均於 4-6 月暫停
舉行，有待人手調配安排後，再計劃籌辦。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家長加油站已於 23/2(二)
於堂會舉行—讚美操+健康舞；18/3(四)舉行
復活節慶祝活動；10/4(日)學生到堂會獻唱並
邀請家長出席崇拜。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22/3(二)家長月會、23/3(三)舉行復活節慶祝會。

同工消息



吳玉燕幹事將於 10-19/3 放年假及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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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辦事處及神學院消息







本會信徒培育部將舉辦兒童事工訓練課程–【「關愛家庭月」童書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4 月 10 日(日)，時間︰下午 3:00-5:00，地點︰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永生堂(深
水埗醫局街 128-132 號金輝樓 3 字樓)，內容︰介紹童書理念及特色、課程內容設計、
遊戲與活動介紹及童書講故事示範，對象︰兒童主日學老師、少年團契導師和教牧同
工，費用︰50 元(附送童書一本)，名額︰60 人，截止日期︰4 月 3 日。查詢及報名，
請聯絡同工。
本會信徒培育部聖樂及禮儀工作小組將舉辦「節期 Banner 製作班」，詳情如下：
日期：2016 年 4 月 22、29 日及 5 月 6、13、20、27 日 (逢周五)，時間︰晚上 7:30-9:30，
地點︰信義樓 5 樓，內容︰學習不同節期 Banner 的設計特點、製作示範及實踐（每
組製作兩幅），對象：有計劃製作節期 Banner 的本會肢體（鼓勵同一堂會四人同時
報名，以便更有系統地應用到堂會內。)費用：每位 800 元（已包實習材料費。如同
一堂會三人同時報名，可獲贈免費名額一個，即三人報名，四人同行），名額︰28
人，截止日期︰4 月 12 日。查詢及報名，請聯絡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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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是 5 月 3、
10、17 及 24 日(周二)舉行，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http://www.elchk.org.hk或聯絡教
牧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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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改革運動 500 周年講座組將於 2016 年 7 月 2 日舉辦「藉上帝恩典得釋放‧嘉年
華會」，藉此開啟信徒對教會改革運動的認識及興趣，並讓各肢體透過不同形式的活
動進一步陶造信仰生命。活動詳情如下：
7 月 2 日（六），時間：下午 2 時至 6 時，地點：信義中學，對象：適合不同年紀、
不同宗派的信徒，內容：攤位、展覽工作坊，全免（但若參加工作坊，收費為$100，
另贈《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主題書四本。）

2016 年 2 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日

期

崇拜人數(受 餐)

Awana 兒童(受 餐)

總

人 數

07/02

47

3

50

14/02

65(60)

15(5)

80(65)

21/02

59

27

86

28/02

74(64)

29(7)

1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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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澤堂 2016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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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5.20
$32,000.00
$23,627.00
$250.00
$1,200.00
$27,500.00
$1,500.00
$2,90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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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37.86
$5,754.30
$0.00
$1,080.00
$61.50
$3,019.99
$322.00

本月收入

$92,242.20

本月支出

$54,675.65

本月盈餘/(赤字)

$37,566.55

恩澤堂 2016 年 1 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 動 負 債

基

$0.00

金

流 動 資 產
往來戶口

$474,087.42

儲蓄戶口

$108,327.21

現金

普通儲備

$256,691.83

發展儲備

$293,156.25

本月盈餘／(赤字)

總負債及基金

$5,000.00

$37,566.55

$587,414.63

總資產

$587,4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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