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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主題異象：願祢復興我!

楊少華姊妹
西番雅書是一卷只有三章的先知書，全書共記載了五十三節經文，當中就有四十一節
描述了人的罪和上帝的審判，只有十二節談論到上帝的看顧。但就在這五十三節經文裏，
讓我們看到人的罪，上帝的忿怒和等候，最後是祂的保守。
西番雅是誰?
「西番雅」在當時是一個相當普通的名字，意指「主所保護及蔭庇的」。西番雅書是
以作者西番雅命名。他是南國約西亞（主前 640-609）作王期間的先知，他的身份在書中
的第一章一節中有所提及，他可能是猶大王希西家（主前 715～697 年）的玄孫。其他同
期的先知還有耶利米、那鴻及哈巴谷。這書卷寫成的年期應在約西亞王施行宗教改革前十
年。有相信約西亞王的宗教復興，很有可能是由西番雅所促成的。
西番雅書的寫作目的是甚麼?
西番雅奉上帝的名宣講預言，警告百姓災禍就要來臨，描寫神忿怒的日子，但也指示
各人將來的拯救。書卷無論是在用詞或是其他方面，西番雅就像是神呼召的另一個以賽
亞，負責向後人再次申明以賽亞曾經預言的真理。
每章有何重點?
第一章西番雅宣告了耶和華的日子臨近，刑罰將臨到拜偶像之人和本國人。他嚴斥猶
大地當時在宗教上所犯的罪(包括拜偶像、曲解律法)，政府及宗教領袖貪污橫行。他更預
言國家會衰亡，這也的確於主前 586 年發生了。經文中提及「耶和華的日子」一詞，是指
在某一時間內，上帝將決斷地介入世界中，以建立祂的主權。這日子是要審判一切不承認
上帝主權的人，特別是指外邦人，但也包括犯罪的以色列人。
在第二章中，西番雅勸導以色列人當趁上帝尚未降災，就應當回轉。人只要心存謙卑，
離棄偶像，放下自傲，在災難的日子，這些人必得安然(隱藏起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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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章中，先知斥責當時的首領、審判官、先知和祭司。他們利用自己的地位，為
非作歹，像野獸一樣，表現出貪得無厭。先知們說謊欺騙，祭司則強解律法。西番雅在三
章八節中，總結了上帝對他們的刑罰，叫他們瞧着等候。可是西番雅的話也帶來盼望。他
說耶路撒冷將有復興的現象，凡是心歸向神的人，無論遠近，都要來敬拜祂。
對今天的我們，有何啟示?
上帝對昔日猶大的刑罰，今天一樣會臨到道德敗
壞、物質生活糜爛的現代世界。只有願意謙卑尋求神的
人才能得到拯救。神籍先知的話揭示人的罪，亦預言祂
的刑罰，但祂願意等候和接納。先知用人尋找愛那種快
樂，描寫上帝如何喜歡尋求祂的人(3:17)，因為神愛世
人(約 3:17) 。若我們想要明白神是如何在愛中來審判和
拯救世人，而又是如何藉著審判把我們「隱藏」在祂的
愛中，就不要錯過這卷書了。

陳懿婷姊妹
很感恩自己能有是次機會到美國的夏令營服侍主及小孩子。在美國，我一共服侍 1 期
兒童主日學及 7 期營會，他們主要為高小及初中生。每個星期的營會都是獨特，每一期營
會都發生不同深刻及有趣的事，現在仍歷歷在目。現在先在這裡作簡短的文字分享，讓大
家了解我在這個夏天的事奉。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福音 6:33
除了持著服侍的心態外，自己同樣帶著結交一些美國朋友的心態出發去美國。但基於
語言及文化不同的影響下，自己跟他們無法深入地交流。當我氣餒，甚至覺得在營會服侍
有些孤單時，我禱告，求主幫助我聚焦在事奉當中，求主使用我去祝福小孩子的生命，讓
他們更認識上帝自己。出乎意料之外，在接著的一期營會與同組拍擋合作得非常暢順，大
家發揮其長處，又幾乎每天清晨六點多起床為營員禱告及寫信給他們。該期營會結束後，
我們仍經常互相鼓勵及開玩笑，我回港後，至今仍有保持聯絡。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
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 25:40
在我眼中，美國的小孩信仰根基普遍都不太深，有些小孩參與營會主要因為夏令營很
多遊戲，他們對聖經的興趣及了解都不深入。所以，當我說我去美國單單是為了在夏令營
服侍，他們很驚訝，因為我要離開自己安舒區，對他們而言這實在不簡單，縱然他們年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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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實都鼓勵他們為主服侍更
多。除此以外，在言談間，我感受
到他們的生活缺乏愛。其中一個小
孩子在查經後找我聊天，她說她很
想原諒自己的爸爸，但總不能夠，
因為她爸爸帶給她不能計算的心
理傷害。我們常說天上的父很愛我
們，但他們都不知道地上的爸爸愛
他們，很難以「爸爸」的角度去想
像天父的愛。我們教會都有很多小
孩子，他們每個都有獨特的故事，
除了不停忙事工外，在華寶湖夏令
營的服侍中，都提醒自己更多關心
小朋友，與他們同在、成長。

聖誕節聖洗禮及堅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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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要遵行主所教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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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定於十二月廿五日(星期日)舉行聖洗禮、堅信禮及轉會禮，凡已在本堂穩定參
加崇拜或團契，有意於聖誕節期接受洗禮、堅信、轉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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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請即向教牧洽商。
2016 年聖誕節期學道班將於 9/10 開始，逢星期日下午 2 時至 4 時正，課程
安排如下：
日期

內

容

日期

內

容

9/10

課程簡介 + 救恩與我

20/11

本會信仰 II

16/10

認識崇拜禮儀

27/11

受託—事奉與奉獻

30/10

聖禮觀

4/12

退修日(2 至 6 時，戶外舉行)

6/11

本會信仰 I
-----報名表格，可向教牧同工索取----

負責同工：陳惠琴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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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消息










2016-2017 年度(二十五屆)教友週年大會已於 4/9(日)順利舉行，當日出席會友︰48
人，列席︰7 人，會議中選出新一屆執事三人︰杜麗燕、林楚儀及劉素貞；杜麗燕、
林楚儀任期三年，劉素貞任期一年，懇請弟兄姊妹為她們之事奉代禱。另，堂會特此
感謝卸任及因個人原因請辭的執事︰麥家良弟兄、馬志洪弟兄及黃錫輝弟兄，他們過
往忠心事奉，求主親自報答他們的辛勞，願主賜福並使他們繼續在不同崗位上發揮恩
賜，服事教會。
新舊執事聯席會議及新一屆執事會議將於 12/9(一)晚上 7:15 舉行，是次會議將互選
各部執事。請為各執事之事奉祈禱。
9/10(日)舉行新一屆執事就職禮，願主加靈賜力予各執事，齊心事主，推展聖工。
中心禮堂及活動室翻新工程大致完成，是次工程於禮堂加建音響室，影音設備已移往
音響室運作，期望讓崇拜流程更順暢。另，士多房原有擺放音響之位置，已訂造儲物
櫃以存放教會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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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至 10 月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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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日) 上午 10:30
崇拜工作坊
9/10(日) 上午 10:30
執事就職禮

崇拜消息








18/9(日)承蒙本會主愛堂羅群英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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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日)舉行崇拜工作坊，求主藉此讓弟兄姊妹
體驗崇拜中的不同事奉，發揮恩賜。
李素賢姊妹之聖洗禮已於 4/9(日)下午於她家
中舉行，當日除女兒(陳艷梅)外，還有執事、幹
事及弟兄姊妹見證主恩，求主賜她信心並繼續
帶領她在信仰路上穩步向前。
13/11(日)將舉行戶外崇拜，地點︰烏溪沙青年
村，內容︰崇拜、集體遊戲、燒烤，設旅遊巴
接送；名額︰150 名，費用︰成人$80，小童、
長者及全日制學生$40。18/9 開始接受報名，
23/10 截止報名，歡迎邀請親友家人一同參加。

團契消息






家庭團契 11/9(日)參加社區服事，探訪︰「康城松山府邸」安老院。9/10 周會查經，
馬錦靈負責。
弟兄小組已於 28/8(日)舉行，共 6 人出席，25/9 題目︰「查經」，麥家良弟兄負責。
亞波羅小組 8 月份週會因組員多需要練婚禮詩，故改以午膳舉行，9 月週會將於 25/9
崇拜後舉行。
士師小組已於 3/9(六)舉行家訪及晚膳，連同屋主家人、組長，共 10 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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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團契將於 10 月重開，請各組員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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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由麥家良弟兄負責，介紹書
籍《七個釋放禱告》。
讀經運動現正閱讀《以斯拉記》及《尼希米記》並將於 15/9(四)完成，16/9(五)及
22/9(四)將分別開始閱讀《以斯帖記》及《約伯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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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日)題目︰「完全順服不義的政府？」，導
師︰賴炳輝執事。誠邀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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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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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崇拜後舉行導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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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日)舉行 2015-2016 年度 Awana 事工事奉人員嘉許禮，藉以鼓勵及為事奉人員
加油，求主賜福並加添各人的愛心和耐力，服事兒童及教會。
秀茂坪婦女查經及長者查經，分別於 9 月及 10 月重開，請各組員留意。

拓展消息






社區佈道每月第一主日早上 9:15 舉行，4/9(日)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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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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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報名的弟兄姊妹，請依時返回
教會集合。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11/10 舉行兒童崇
拜及家長加油站。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27/8(六)已舉行老
師團契及 31/8(三)校內結業禮，10 月開
始新一年度合作事工。

同工消息



陳惠琴牧師將分別於 14-15/9、17/9、20-30/9 取放年假，合共 12 天。期間弟兄姊
妹如有需要，可聯絡執事主席賴炳輝弟兄。
吳玉燕幹事將於 18/9(日)返回母堂–主愛堂崇拜，19/9(一)照常當值。

總辦事處及神學院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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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信徒培育部屬下兒童事工小組將舉辦「兒童導師訓練」，是次訓練由香港萬國兒
童佈道團協辦，詳情請參閱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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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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8 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日

期

崇拜人數(受 餐)

兒童(受 餐)

總

人 數

07/08

55

7

62

14/08

68(60)

8(6)

76(66)

21/08

56

8

64

28/08

66(58)

5(4)

7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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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澤堂 2016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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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6.50
$19,500.00
$20,850.00
$700.00
$1,000.00
$18,000.00
$0.00
$7,100.00
$0.00
$0.00
$0.00
$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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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70.00
$4,500.90
$0.00
$2,681.30
$484.70
$2,650.00
$476.50

本月收入

$74,826.50

本月支出

$50,363.40

本月盈餘/(赤字)

$24,463.10

恩澤堂 2016 年 7 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 動 負 債

基

$0.00

金

流 動 資 產
往來戶口

$593,367.92

儲蓄戶口

$108,328.28

現金

普通儲備

$254,191.83

發展儲備

$295,656.25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本月盈餘／(赤字)
累積盈餘／(赤字)

$132,385.02
$24,463.10
$156,848.12

總負債及基金

$706,696.20

總資產

$5,000.00

$706,6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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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