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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主題異象：願祢復興我!

林逸勉弟兄
約拿的年代:
約拿若是列王紀下十四章 25 節所指的亞米太的兒
子，本書應寫於以色列王耶羅波安二世在位的時
候（主前 793-753）。那麼，約拿便是在以色列的
白銀時代（主前八世紀）傳道的先知之一。
約拿書之寫作目的:
約拿書之寫作目的是讓人知道上帝的恩典並非只
賜給希伯來人，從約拿書的主要內容，述說上帝
愛全人類，祂並不是只愛以色列人，就如先知約
拿在本書第四章所說︰上帝是「慈悲憐憫的上
帝」；祂「不輕易發怒，滿有仁慈，常改變心意不懲罰人」。上帝仁愛在約拿書中富戲劇
性的高潮中彰顯出來。
約拿書中讓人認識人性的事件:
魚腹裡的禱告 (第二章)。第一件特別的事件是約拿在魚腹裡禱告，可以說是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的。約拿被拋下海前雖然好像視死如歸，不怕死，但當他被拋下去之後，面臨死
亡，才知死亡的可怕。在死亡邊緣被吞進魚肚，他才發現被拯救的寶貴，於是在魚腹中向
上帝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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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的佈道事工 (第三章)。約拿在尼尼微的佈道是最成功的，只佈道一天，全城的人
都悔改，而且是非常徹底的，那也是空前的。
最奇怪的反應 (第四章)。如此成功的佈道事工，佈道者理應高興萬分才對，可是約拿竟
然不高興，更向神生氣，這種反應實在令人費解！
上帝透過約拿向我們傳遞的信息：
對現今信徒來說，約拿的故事真正的主角不是約拿，而是上帝。「大魚」提醒我們，沒有
人可以逃出上帝的手掌，因衪是掌管宇宙的主。可惜約拿後來不但沒有因尼尼微人悔改而
高興，反而向神發怒。上帝便藉著菎麻樹及小蟲，教導他憐憫、愛惜生命的功課。約拿認
識上帝的大能，知道耶和華是「那創造滄海旱地之天上神」，也曉得上帝的性情：「我知
道祢是有恩典，有憐憫的上帝，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拿 4:2），但他卻聽不見
上帝憐愛的心聲：「何況這尼尼微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
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拿 4:11）。上帝差派「小蟲」讓約拿明白，救恩不是單為以
色列人而設，也是為了世上所有的人，包括外邦人，甚至是我們最憎恨的仇敵。只要世人
願意悔改，真心歸向耶和華，祂必開恩接納他們。
本書給我們看見上帝的慈愛和憐憫。祂憐憫尼尼微人，讓他們有悔改的機會，免去他們該
受的刑罰;上帝也憐憫了背棄祂的約拿，使他有機會認識上帝慈愛的心腸。

2016 年 4 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日

期

崇拜人數(受 餐)

Awana 兒童(受 餐)

總

人 數

03/04

54

18

72

10/04

147(63)

21(5)

168(68)

17/04

62

28

90

24/04

72(66)

23(6)

9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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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消息








本會 2016 年度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已於 2/5(一)假信義中學舉行，陳惠琴牧師及執
事主席賴炳輝出席。
2016 年 5 月份執事會議已於 12/5(四)晚上 7:00 舉行。6 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14/6(二)
晚上 7:00，是次靈修︰賴炳輝執事。
1/4/2015-31/3/2016 之奉獻證明信已於 8/5 派發予各弟兄姊妹，以作弟兄姊妹報稅之
用，如有任何問題及查詢，請聯絡馬志洪執事或吳玉燕堂務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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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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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至 6 月行事曆：
15/5(日) 早上 10︰30
聖臨降臨主日、聖洗禮及聖餐崇拜
29/5(日) 崇拜前
司事員交流會
29/5(日) 崇拜後
團契部會

崇拜消息











15/5(日)承蒙道聲出版社副社長梁美英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9/5(日)承蒙聖約教會麗道堂譚玉江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5/6(日)承蒙本會副監督/主愛堂堂主任方承方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12/6(日)承蒙曹瑞雲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10/4(日)將軍澳幼稚園音樂小跳豆合
唱團於崇拜獻唱《歡笑感恩》，當日
29 位團員、50 位家長、4 位老師及校
長出席，氣氛良好！
聖靈降臨節暨聖洗禮崇拜於 15/5(日)
舉行，當日將為李桂琼、李素賢舉行
成人聖洗，歡迎她們加入恩澤堂。
本部已於 1/5(日)崇拜後舉行退修。
29/5(日)崇拜前 9:30 舉行司事員交流
會，請各司事員預留時間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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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消息










團契部會將於 29/5(日)崇拜後舉行，請各小組組長或團契團長預留時間出席。
長者團契已於 13/5(五)舉行，是次聯同弟兄姊妹一起探訪江丁嬌姊妹，並一起飲茶相
聚，連同工共 13 人出席。
以諾團契已於 1/5(日)崇拜後於香港科
技大學舉行退修，連同工共 9 人出席。
弟兄小組已於 2/5(一)舉行退修。
士師小組已於 7/5(六)舉行戶外活動，
連同工共 3 人出席。
家庭團契已於 8/5(日)舉行生日會，為
上半年生日團友慶祝，連同工共 15 人出
席。
亞波羅小組本月聚會改於 29/5(日)崇拜
後舉行，請各組員留意。
以諾團契及家庭團契將於 6 月開始合
併，團名仍為家庭團契，聚會時間相同，
願主使用團契並加強弟兄姊妹相親相愛
的關係。

栽培消息









屬靈書籍介紹及書攤每月第一個主日崇拜後舉行，5 月份由曾麗嬋姊妹負責，介紹書
籍《疑問？聖經這樣回答！》。
讀經運動現正閱讀《列王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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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卷閱讀書卷為《列王紀下》並將於 23/5 開始。
主日學每月第三主日崇拜後舉行，15/5(日)題目︰「以基督的心為心」，導師︰王安
妮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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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Awana 品格課程訓練再添導師︰區樂韻、劉美娥、林慈顏、王安妮、盧詠苑、
靳仲暉及陳牧師，他們已於 30/4(六)完成 Awana 基礎導師訓練，成為及格導師。堂會
已於 8/5(日)崇拜後頒發及格証書及襟章，願
主賜福他們的事奉。
Awana 兒童事工已於 8/5(日)母親節舉行母親
節親子講座及親子毛巾花製作活動，當日邀
請資深社工余瑩真女士負責親子講座，出席
家長包括 Awana 學員家長及將軍澳幼稚園家
長共 22 人；講座後各學員將在講座時段學習
製作的毛巾玫瑰花獻與出席活動的母親；另
外，也再製作毛巾玫瑰花致贈出席大堂崇拜
的母親，同慶母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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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na 兒童事工新學年(2016-2017 年度)收生已於 14/5(六)正式開始接受報名，當天
在中心設置櫃位。
Awana 團隊將於 28/5(六)晚上 6:00-10:00 舉行導師交流會，誠邀請各導師預留時間
出席。
長者查經已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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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茂坪婦女查經及將軍澳婦女查經均於 5 月底-8 月暑假期間暫停舉行。

拓展消息










社區佈道每月第一主日早上 9:15 舉行，1/5(日)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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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部原定於 24/4(日)下午於廣明苑側舉行攤位遊戲，並宣傳父親節活動、社區服事
及 Awana 新學年課程，由於天氣關係取消。
中心合作福音事工︰2016 年 1-3 月升呢小組及升呢媽咪活動已分別於 4 月底圓滿結
束，感謝一直委身服事的姊妹；福音事工計劃於暑期後再舉行家庭活動，詳細安排容
後公布，求主預備及感動弟兄姊妹加入事奉，一同將福音在本區廣傳。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26/4(二)兒童崇拜，當日原定舉行之家長加油站，因幼稚園安排
家長參觀小學，改於 6/5(五)舉行︰喜
樂的食糧，共 12 位長出席；24/5(二)
舉行本學年最後一次兒童崇拜及家長
加油站︰有營 CAFE。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26/4(二)家長月
會、7/5(六)2016 頌親恩活動—短講、
24/5(二)家長月會。
本部計劃於 19/6(日)崇拜後舉行父親
節活動及 11/9(日)社區服事，請禱告記
念各項籌備及預備事奉人手。

總辦事處及神學院消息


本會將於 6 月 12(日)舉行按牧典禮，是次按牧名單︰陳玉萍教師(活靈堂)、明詩琪教
師(元光堂)、歐偉昌教師(長沙灣堂)及黃淑靈教師(道風山堂)。時間︰下午 3:30，地
點：九龍窩打老道 50 號信義會真理堂。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共證主恩。



本會家庭關顧部婦女團契聯會將於 2016 年 6 月 22 日(三)舉辦「讚美操匯聚日」
2016，
時間︰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30 分，地點︰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堂副堂，內容︰
敬拜讚美、堂會及分組讚美操獻跳、個人及牧者分享、茶點等，費用︰全免，截止報
名︰5 月 20 日。如欲報名，請聯絡教牧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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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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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信徒培育部兒童事工小組定於 7 月 26(二)至 28 日(四)舉辦「少年營會」。營會
主題為 Faith 越 1517-3 日 2 夜 Germany，目的是透過不同的體驗活動，讓本會的少
年人認識改革運動(特別 1517 年)的歷史，並對四個改革運動的原則︰唯獨信心、唯獨
恩典、唯獨聖經和唯獨基督有基本的認識︰詳情如下︰
內容︰模擬體驗、互動遊戲、野外定向、營會活動、BBQ 等，地點︰保良局賽馬會大
棠渡假營地，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學生，名額︰86 人，營費︰每位 350 元，截止
日期︰6 月 13 日。報名請聯絡教牧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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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澤堂 2016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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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4.00
$30,400.00
$41,000.00
$250.00
$500.00
$20,000.00
$0.00
$1,000.00
$5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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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收入

$96,724.00 本月支出
本月盈餘/(赤字)

$38,976.00
$3,440.40
$1,523.70
$111.00
$242.70
$5,315.10
$26.00

$49,634.90
$47,089.10

恩澤堂 2016 年 3 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 動 負 債

基

$0.00 流 動 資 產

金

往來戶口

$560,222.22

儲蓄戶口

$108,327.21

現金

普通儲備

$255,691.83

發展儲備

$294,156.25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本月盈餘／(赤字)
累積盈餘／(赤字)

$76,612.25
$47,089.10
$123,701.35

總負債及基金

$673,549.43 總資產

$5,000.00

$673,5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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