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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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錦靈執事 

俄巴底亞的意思是「耶和華的僕人」。有關這位「僕人」屬那支派，生於何時何地，

一切都不詳。看來，先知對自己的身份毫不重視，卻極之重視耶和華的信息；正如俄巴底

亞本人在書卷的開始已開宗明義地説︰這乃是『來自耶和華的信息』。 

俄巴底亞書記載先知得了耶和華的默示，說他在耶和華

那裏聽見信息。這書只有短短的一章，是舊約聖經最短的一

卷書，但卻有極重要的屬靈意義；全書只有一個信息，就是

審判以東！ 

  以東是以掃的別名。以東人就是以掃的後裔，他們的原

居地是西珥山。以東人正像他們的先祖一樣，十分現實、世

俗、驕傲、狂妄和殘酷。尤其嚴重的是，他們把這些特性全

用來對付以色列人。他們對上帝的選民特別苦待，自他們的先祖以掃開始，代代如是。以

東人和以色列人之間的仇很，幾乎充滿着歷史的每一頁。最特出的事件就是當以色列人在

曠野飄流，面臨強敵威嚇之時，摩西禮貌地要求他們容許以色列人經過其國境，使他們逃

避敵人的追趕，但他們竟然拒絕了（民二十 14-22）！ 

mailto:abtgrace@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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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先知俄巴底亞的時代，以東人重燃反對以色列人之火焰，且還變本加厲，不單明

顯地反抗以色列人，也暗地裏使用詭計陷害他們。當耶路撒冷落難時，以東人不單不加以

援手，反助紂為虐，眼看以色列人被搶掠劫殺而大大歡樂（俄：10-14），又在他們「兄弟

遭難的日子」說狂傲的話。當猶太人落在巴比倫之手，詩人就記起以東人的幸災樂禍：「耶

路撒冷遭難的日子，以東人說：『拆毀！拆毀！直拆到根基！』耶和華啊！求你記念這仇。」

（詩 137：7）到後來，以東人不再是站在一旁隔岸觀火，而是與以色列的仇敵聯手，一起

侵害上帝的選民，走進以色列的城門，伸手搶他們的財物，堵住逃生之缺口，把剩下的人

交給仇敵（俄：13-14）。 

  以東人屢屢行惡，上帝的審判不能再延遲了。俄巴底亞書 1 至 9 節說明刑罰必臨到，

10 至 16 節說明刑罰之理因。先知在此宣判：「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處的啊！你因狂傲

自欺，心裏說誰能將我拉下地去呢？你雖如大鷹高飛，在星宿之間搭窩，我必從那裏拉下

你來，這是耶和華說的。」（俄：3-4）至此，上帝公義的審判就定局了。我們留意全書怎

樣顯明這個教訓： 

1. 以東人既以詭詐待以色列人（11-12 節），他們就必敗亡在詭詐盟國的手上（7 節）。 

2. 以東人既不放過機會搶掠猶大人（13 節），他們就要被夜間來臨之盜賊偷竊直到淨盡 

  （5-6 節）。 

3. 以東人舉刀劍向兄弟行強暴（10 節），他們也必死在刀劍之下（9 節）。 

4. 以東人既欲剷除猶大（12-14 節），他們就必永遠斷絕（10、18 節）。 

5. 以東人既把剩下逃脫的猶大人交給仇敵（14 節），在末日雅各家剩下的人就必佔領以 

  東之地居住（19 節）。 

  俄巴底亞明確地預言以東必永遠被剷除：“你也必永遠斷絕”（10 節），宣告上帝的

審判是公義的。 

    俄巴底亞書在今天仍然很有用而且很重要，是我

們每個基督徒必須熟讀和緊記的。當中嚴肅的預言，

對於列邦、選民、教會都有極大的關係，因為時間的

緊迫，日子的臨近，末期上帝的審判的時候到了，萬

物的結局近了。在混亂、道德顛覆、希望失卻的末世

當中，我們各人更要儆醒，作好準備，等候主來。     

(參考資料：金燈臺 2014 年 5 月-第 171 期及其他網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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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整整 體體體 消消消 息息息    
 2016 年 4 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14/4(四)晚上 7:00 舉行，靈修分享為陳玉娟執事。 

 本會 2016年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將於 2/5(一)舉行，教牧同工及執事會主席將出席。 

 1/4/2015-31/3/2016 之奉獻證明信將於四月下旬派發，以作弟兄姊妹報稅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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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港已進入風、雨季節，有關本堂活動在暴風、暴雨警報下之安排如下： 

一、 在活動舉行前兩小時內，若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報或 8 號烈風訊號，所有活

動 (包括崇拜)將予取消。 

二、 在活動舉行當日早上 8時或之後，若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報或 8號烈風訊號， 

所有戶外活動，將予取消。 

三、 在活動舉行當日早上 8時或之後，若天文台發出紅色暴雨警報或 3號烈風訊號， 

所有幼、少及耆年活動，將予取消。 

 2016年 4 月至 5 月行事曆： 

10/4(日) 早上 10︰30 將軍澳幼稚園音樂小跳豆合唱團獻唱 

8/5(五)  早上 10︰30 Awana母親節親子活動 

崇崇崇 拜拜拜 消消消 息息息       
 17/4(日)承蒙本會主愛堂趙國龍牧師蒞臨宣

講聖道，謹此致謝。 

 2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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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承蒙信義宗神學院胡玉藩牧師蒞臨宣

講聖道，謹此致謝。 

 2016 年度復活節期活動已分別於 24/3、25/3

及 27/3 順利舉行。 

 感謝主！3/4(日)柬埔寨 Faithful Family of 

Christ Church 弟兄 Sovann 及 Philip 到訪堂

會並參與崇拜，崇拜後舉行歡迎會。 

 感謝主！本會將軍澳幼稚園音樂小跳豆合唱

團於 10/4(日)主日崇拜中獻唱，歡迎合唱團

員之家長參加崇拜。 

團團團 契契契 消消消 息息息    
 以諾團契 4月份週會再度於 10/4跟家庭團契合團。 

 家庭團契 4月份聚會於 10/4(日)崇拜後舉行，題目︰詩歌分享，由鍾漢強弟兄負責，

歡迎各團契及弟兄姊妹參加。 

 亞波羅小組將於 24/4 崇拜後舉行，題目︰「盡量諗，諗到天荒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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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小組已於 27/3(日)舉行查經，5人出席，下次 24/4(日)舉行，主題︰「好人好事」。 

 士師小組由 3月份開始每月第一週六舉行，形式多元化︰有動有靜，歡迎高中、大學

之青少年參加；2/4(六)已舉行戶外活動—行獅子山郊野公園。 

 長者團契/查經由 4 月開始改於逢週四上午 10:00 舉行，團契已於 7/4(四)舉行︰懷

舊遊戲，感謝主，當日李麗歡姊妹及劉素貞姊妹出席，團契後一起飲茶。 

栽栽栽 培培培 消消消 息息息    
 屬靈書籍介紹及書攤每月第一個主日崇拜後舉行，4 月份由陳懿婷姊妹負責，介紹書

籍《耶穌比宗教大–我熱愛耶穌，為甚麼卻討厭宗教﹖》。另，23/4/2016 為世界閱
讀日，鼓勵弟兄姊妹培養閱讀習慣，能體會「閱讀‧越喜悅」的樂趣！ 

 讀經運動現正閱讀《撒母耳記下》，仍未領取讀經卡的弟兄姊妹，可到招待處索取；
鼓勵大家繼續勤讀聖言；下一卷書《列王紀上》將於 1/5 開始。 

 主日學每月第三主日崇拜後舉行，17/4(日)題目︰「萬事互相效力？」導師︰鍾漢強
弟兄。誠邀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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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NA 兒童事工已於 27/3(日) 舉行復活節慶祝活動；8/5(日)將舉行母親節親子活動。 

 AWANA籌備委員會議於 10/4 崇拜後舉行，請各籌委預留時間出席。 

 感謝主！數位弟兄姊妹將於 30/4(六)參加香港 Awana 基礎導師訓練，裝備成為導師，
請為各人的事奉心志禱告。 

 AWANA 團隊將於 24/4(日)下午在廣明苑舉行攤位遊戲，並宣傳 AWANA 新年度課程。
新年度收生將於 14/5(日)開始，當天將在中心設置櫃位。 

 長者查經由 4月份開始逢週四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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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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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拓拓 展展展 消消消 息息息    
 拓展部會議已於 3/4 崇拜後舉行。 
 拓展部於 24/4(日)下午在廣明苑舉行攤位遊戲，並宣傳父親節活動及 AWANA 新學年課

程。Awana新學年收生將於 14/5(六)正式始接受報名，當天將在中心設置櫃位。 
 社區佈道每月第一主日早上 9:15舉行，3/4(日)共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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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3 月升呢

小組及升呢媽咪活動分別於 17/3及 24/3
圓滿結束，感謝一直委身服事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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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慶祝活動已
於 18/3(四)舉行；10/4(日)學生到堂會
獻唱；26/4(二)兒童崇拜、家長加油站
於堂會舉行—食物營養講座。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復活節慶祝會已於
23/3(三)舉行；26/4(二)家長月會。 

中中中 心心心 消消消 息息息    
 14/5(六)為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暑期活動會員報名日，中心全日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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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家庭關顧部婦女團契聯會主辦 2016 年婦女培訓，主題︰大衛的成與敗，課程主

要從敍事評鑑來看以色列聯合王國的奠基者–大衛。詳情如下︰ 
日期︰5 月 9、16、23、30 日(逢周一)，時間︰上午 10 時至 12 時，地點︰信義樓 5
樓，費用︰每位$50，截止日期︰4 月 18 日或額滿即止。 

 信義宗神學院將於 15/4(星期五)晚上八時正假本會真理堂舉行周年聖樂崇拜，歡迎肢
體參加，免費入場，先到先得，詳情請閱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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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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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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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3 71 25 96 

13/03 54(47) 20(5) 74(52) 

20/03 61 25 86 

27/03 65(59) 14(2) 79(61) 

http://www.elc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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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澤堂 2016 年 2 月份收支報告 

     

收入   支出 

主日奉獻  $3,213.80    同工及幹事薪津及公積金 $38,976.00  

常費奉獻  $29,700.00    崇拜部  $783.00  

感恩奉獻  $15,027.00    團契部  $0.00  

節期奉獻  $0.00    栽培部  $209.40  

鮮花奉獻  $1,100.00    拓展部 $66.70  

聖工拓展奉獻  $31,550.00    行政部 $3,729.40  

神學教育奉獻  $0.00    其他支出 $30.60  

慈惠奉獻 $900.00       

宣教奉獻 $1,050.00       

其他奉獻/代轉奉獻 $0.00       

利息收入 $0.00       

其他收入 $300.00       

本月收入 $82,840.80    本月支出 $43,795.10  

      本月盈餘/(赤字) $39,045.70  

     

恩澤堂 2016 年 2 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 動 負 債 $0.00    流 動 資 產   

     往來戶口  $513,133.12  

     儲蓄戶口  $108,327.21  

基   金    現金  $5,000.00  

普通儲備  $256,191.83       

         

發展儲備  $293,656.25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37,566.55       

本月盈餘／(赤字) $39,045.70       

累積盈餘／(赤字) $76,612.25       

        

        

總負債及基金 $626,460.33    總資產 $626,46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