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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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逸勉弟兄 

有關哈巴谷書的章節內容，我暫且在此不作論述。只希望與大家分享上帝透過此書，

於我們有甚麼教訓。 

先知哈巴谷的疑問其實也是經常存

在我們的心中，這個問題是：為甚麼上帝

會讓壞人得逞。上帝真的靜默不語嗎？上

帝真的沒有看見被迫害的人所受之苦難

嗎？上帝是否聽不到我的禱告嗎？ 

但聖經告訴我們，並不是這樣；聖經

很清楚讓我們知道上帝會審判。因為上帝

是公義的上帝，祂一定會審判，而且會用

很嚴厲的懲罰來對付那些行惡的人。真正

的問題在於我們所期盼的時間，與上帝進行審判時間不相同而已；我們期盼上帝馬上進行

審判，而上帝卻有自己的計畫，祂依照自己的旨意行事。歷史告訴我們，殘酷的巴比倫帝

國終於在主前 586年被波斯帝國完全消滅。雖然在我們看來，巴比倫帝國淪亡的時候，距

離先知哈巴谷的時代已經過了一百二十年之久。但我們不要忘記，巴比倫帝國的後裔所受

的懲罰，遠超過過去他們所做的惡劣行徑。也就是說他們付出的代價之大，已經無法估算。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先知哈巴谷提出的問題是：為甚麼上帝沒有注意到那些被迫害者

的苦難？為甚麼在懲罰壞人時，連好人也包括在內？這也是我們經常存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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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明白上帝回應人的呼聲，有時會跟人所期待的結果並不相同。先知哈巴谷一再

祈禱上帝，然而上帝很長久的時間都沒有回應他祈禱的呼聲。而當他又再次祈禱上帝時，

上帝的回應卻是和他所祈求的並不相同。因此，他再次向上帝提出抗辯，認為上帝太聖潔，

不願意看罪惡。先知哈巴谷表現出來的正與我們祈禱的時候態度相同，總是希望馬上看到

效果出現，成就了我們的心願。 

人會有這種心思意念是很正常的事，但我們從聖經中學習到一個重要的功課：不是照

我們的意思，而是讓我們學習明白上帝的旨意。從路加福音第廿二章的描述；耶穌基督在

祈禱中也是這樣告訴我們；他在客西馬尼園祈禱時，面對十字架苦難的死亡來臨時，基督

耶穌祈禱，只為了一件事，就是希望上帝將「這苦杯撒去」。但是當他這樣祈求之後，他

又接著說：「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要成全你的旨意。」（路廿二 42） 

我們祈禱時往往會懇求上帝聽從我們的意思，聖經卻教導我們要學習聽從上帝的旨

意。因為祂的旨意真是美善，我們的想法總是很狹隘。而有時我們所祈禱的內容確實很好，

也確實看到了上帝的應許，可是看到的應許卻以為上帝沒有如我們心所願的。事實上是

有，只是我們不明白在所看到的事物之背後，上帝真的是回應了我們的祈求，而且還隱藏

有上帝美好的安排在其中。 

我們經常看到眼前，或是看到表面，卻不知道上帝有比我們更好的旨意，祂賞賜給我

們的都是最好的，比我們祈求的更美好。只是我們看不清楚，也不明白。等到有一天，我

們明白過來時，才感到相當羞愧，不知道該怎樣感謝上帝。 

耶穌基督在祂的祈禱文中教導我們要學習讓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太六 10）。亞伯拉罕從生活見證出“因信稱義”的真理（創十五 6）。哈巴谷書中也有

“義人必因信得生”的真理（哈二 4），新約真理教訓的重點是：藉信心而稱義（羅一 17；

加三:11）。堅定信靠等候而得救；是我們需要學習的真實信仰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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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整 體體體 消消消 息息息    
 2016年 8 月份執事會議已於 11/8(四)晚上 7:00 舉行。9月份將舉行新舊執事聯席會

議，日期︰8/9(四)，時間︰晚上 7:00。 

 4/9(日)崇拜後隨即舉行 2016-2017 年度(二十五屆)教友週年大會，凡本堂會友務必

出席，是次會議將選出新一屆執事，歡迎關心本堂發展之弟兄姊妹列席；教友大會會

議通告、議程及年報將分別於 8月中旬派發。 

 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將於 29/8-11/9 初進行內部翻新工程，工程範圍包括禮堂、

大堂及個別活動室。工程進行期間，主日崇拜將會受影響，崇拜將有特別安排，詳情

容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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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至 9 月行事曆： 

14/8(日)崇拜後      拓展部會議  

21/8(日)崇拜後              崇拜部會議 

4/9(日) 崇拜後      2016-2017年度(二十五屆)教友週年大會  

11/9(日) 下午 2:30     探訪「康城松山府邸」安老院(地點︰日出康城) 

18/9(日) 上午 10:15    AWANA 開學禮暨家長會 

18/9(日) 崇拜後                AWANA 導師、助教會議 

崇崇崇 拜拜拜 消消消 息息息       
 14/8(日)承蒙信義宗神學院張寶珠老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1/8(日)承蒙信義宗神學院李廣生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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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日)崇拜後舉行部會，請各部員預留時間出席。 

團團團 契契契 消消消 息息息    
 本部部員退修及會議已於 31/7(日)崇拜後於維景灣畔會所舉行。 

 家庭團契 10/7 週目︰參加堂慶活動；14/8(日)週目︰靈修、詩歌分享。11/9(日)參

加社區服事，探訪︰「康城松山府邸」安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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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波羅小組 7 月份週會︰探訪靳仲暉夫婦新
居，並為組員慶祝生日；8月份聚會將於 28/8(日)
崇拜後舉行。 

 弟兄小組已於 24/7(日)舉行並編 8-12月週會，
共 5 人出席，28/8 題目︰「自由吹水」林逸勉
弟兄負責。 

 長者團契由 6月下旬至 8月暫停，9 月中重開，
請各組員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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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由劉素貞姊妹負責，介紹書

籍《有效禱告 15訣》。 

 讀經運動現正閱讀《歷代志下》並將於 20/8(六)完成，21/8將開始閱讀《以斯拉記》
及《尼希米記》。讀經卡已預備，請於招待處索取；鼓勵大家繼續勤讀聖言。 

 每月第三主日崇拜後舉行的主日學，將於暑假期間(7-8)暫停，18/9(日)重開，請弟
兄姊妹留意。 

 本年度繼續鼓勵及推行禱告操練，誠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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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工委員退修會及會議已於
7/8(日)崇拜後於香港科技大學舉
行，連同工及委員共 13人出席。 

 為鼓勵及感謝 AWANA 事奉團隊在過去
學年的忠心事奉，本部將分別於
21/8(日)及 11/9(日)舉行午膳及嘉
許禮，求主加靈賜力，讓各人在事奉
中經歷從主而來的喜樂！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 2016-2017 
年度，將於 18/9(日)開課，當日將於
學生上課時段，同步舉行家長簡介
會。另，將於崇拜後舉行導師、助教會議，並請各弟兄姊妹為學生及所有參與事奉的
人員禱告，讓眾人在學習與事奉過程中能與主更靠近。 

 長者查經及婦女查經均於 6-8 月暑假期間暫停舉行，9月中重開，請各組員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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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日)共有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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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將於 11/9(日)崇拜後下午 2:30-4:00 探訪位於日出康城之「康城松山府邸」安老
院，願將基督的愛與院舍中的長者分享；當日探訪內容包括︰獻唱粵曲及流行歌曲、
讚美操、遊戲及傾談；誠邀弟兄姊妹踴躍參與，有意參加者請與本部部員︰林逸勉、
林慈妹報名及查詢。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7-8月放暑假。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4-8/7(一至五)上午舉行暑期聖經班。27/8(六)老師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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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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海外宣教部已於柬埔寨購地籌建幼稚園、小學、中學及禮堂，現需籌募建築費。

籌款目標︰港幣一百萬元。懇請弟兄姊妹代禱及銷售「柬埔寨辦學慈善券」。每張分
別 HK$200、HK$50 及 HK$20。誠邀弟兄姊妹支持並向親友鎖售，請踴躍參與並向幹事
索取慈善券。 

 本會信徒培育部聖樂及禮儀工作小組舉辦「崇拜主禮訓練班」，為期四課，詳情如下︰
日期︰9 月 2、9、23 及 10 月 7 日(四堂)、時間︰晚上 7:30 至 9:30，地點︰本會信
義樓五樓，內容︰認識崇拜禮儀及主禮的角色、崇拜中的節奏、如何撰寫當日禱文及
崇拜中的代禱，講員︰趙慧德教師，對象︰本會之崇拜主禮、詩班成員、司琴和其他
有興趣參加的肢體，費用︰每位港幣 300 元，截止日期︰8月 26日或額滿即止。查詢
及報名，請與同工聯絡。 

 「教會改革運動 500 周年」籌備委員會將舉辦「培靈研經大會」，詳情如下︰ 
日期︰9 月 28 至 30 日，時間︰晚上 7:30，地點︰本會真理堂，講員︰戴浩輝牧師，
查考書卷︰哈巴谷書，主題︰上帝！咁樣好咩﹖，費用全免。 

 香港信義宗聯會主辦「迎向《教會改革運動 500 周年紀念》聯合崇拜」將於 10 月 23
日下午 3:30 假本會真理堂舉行。鼓勵弟兄姊妹踴躍參加，同頌主恩。有關詳情，請
參閱宣傳海報。 

 信義宗神學院將於 10月 30日下午 3 時舉行步行籌款，目的是要為信義宗神學院的神
學教育事工籌募經費。當日的步行路線以大圍宣道會鄭榮之中學為起點，並以信義宗
神學院為終點。參加詳情，請與教牧同工聯絡。 

中中中 心心心 消消消 息息息    
 中心將於 29/8 至 11/9月進行內部翻新工程，工程範圍包括禮堂、大堂及個別活動室。

請弟兄姊妹於工程期間小心地面可能仍有碎石沙泥，以免滑倒。 

 11/9(日)下午為中心 10-12月活動報名日，當日下午開放。 

 

 

2016 年 7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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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7 65 24 89 

10/07 92(80) 28(6) 120(86) 

17/07 69 8 77 

24/07 62(53) 9(7) 71(60) 

31/07 74 7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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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澤堂 2016 年 6 月份收支報告 

     

收入   支出 

主日奉獻  $2,879.80    同工及幹事薪津及公積金 $39,570.00  

常費奉獻  $20,700.00    崇拜部  $2,363.90  

感恩奉獻  $12,237.60    團契部  $500.00  

節期奉獻  $0.00    栽培部  $6,368.00  

鮮花奉獻  $700.00    拓展部 $898.70  

聖工拓展奉獻  $19,800.00    行政部 $4,179.40  

神學教育奉獻  $5,000.00    其他支出 $1,085.00  

慈惠奉獻 $1,950.00       

宣教奉獻 $1,000.00       

其他奉獻/代轉奉獻 $0.00       

利息收入 $1.07       

其他收入 $3,400.00       

本月收入 $67,668.47    本月支出 $54,965.00  

      本月盈餘/(赤字) $12,703.47  

     

恩澤堂 2016 年 6 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 動 負 債 $0.00    流 動 資 產   

     往來戶口  $568,904.82  

     儲蓄戶口  $108,328.28  

基   金    現金  $5,000.00  

普通儲備  $254,191.83       

         

發展儲備  $295,656.25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119,681.55       

本月盈餘／(赤字) $12,703.47       

累積盈餘／(赤字) $132,385.02       

        

        

總負債及基金 $682,233.10    總資產 $682,23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