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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主題異象：願祢復興我!

麥家良弟兄
瑪拉基書的背景:
瑪拉基的意思是我的使者或耶和華的使者，作者不詳，是以色列人被擄歸回後的先知，瑪
拉基書約在主前五世紀寫成，當時耶路撒冷聖殿和聖城的城牆已修妥多年，但人民生活腐
敗，輕視神的律法和奉獻，本書共有四章，當時以色列人的情况和現今我們的社會也有類
同，值得我們反省學習。
第一章
神表明特別愛以色列人，恨惡以東人，但以色列人竟反問神何時愛他們，我們已相信神的
人，可能同樣也忘記了神的厚恩，不重視我們被神所愛的身份。以色列人藐視神和獻上有
病、殘缺的祭物。
人懂得會看省長的情面，但竟然輕看神的律法和獻祭，現今我們可能聽跟從那些對我們有
利害影響的人如︰老師、老闆或上司的指示，準時返學交功課或返工，甚至通宵捱夜，謹
慎預備考試、面試和晉升，但容許自己遲到返教會的崇拜和活動，輕視草率教會的事工或
弟兄姊妹的需要。
第二章
不守神的律例後果，土地農作物失收，特别是因祭司沒有好好遵守神的誡命，也沒有盡責
教導百姓跟從和知識；現今信徒皆有祭司的職份；「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
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
德。」(彼得前書二 9)，我們也可能沒有協助新朋友、親人、初信和弟兄姊妹認識學習跟
從上帝的福音和聖經。
當時猶大人也有詭詐待人和妻子，強暴待妻、休妻，娶事奉別神的外邦女子為妻(瑪拉基
書二 11、14-16)； 現今社會，我們可能也有同樣待人不善，如對待外傭、侍應、清潔、
售貨、保安，甚至自己的配偶和親人。
第三章
百姓奪取神的貢物，就是沒有獻上當納的十份之一(瑪拉基書三 8-10)，為什麽是十份之一
呢？返回基本步，看看聖經中第一個實行十分納一的，就是亞伯拉罕。當亞伯拉罕殺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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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瑪諸王回來的時候，有撒冷王麥基洗德，帶着餅和酒出來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亞伯拉罕為着敬畏神的緣故，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拿來給麥基洗德（創世記十四 17-20）。
到了摩西領以色列人時，神要求百姓遵守，「地上所有的，無論是地上的種子是樹上的果
子，十分之一是耶和華的，是歸給耶和華為聖的。(利未記廿七 30)
祭司也是照樣奉上十份一，「你曉諭利未人說：你們從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
我給你們為業的，要再從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為舉祭獻給耶和華。」(民數記四 26)
基本上，「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詩篇廿四 1) 因為
世界上一切的物質，都是神所造的，現在只是神暫時交託我們管理和使用的，奉上十份一
只是基本，但在瑪拉基書第三章提及，獻上十份一和當獻之物(總數其實多於十份之一，
包括全年其他各様的獻祭)。
聖經也有奉上多於十份一的例子，主耶穌在世時，看見那個窮寡婦投了兩個小錢，就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路加福音廿一
1-4)。注意：那個窮寡婦所投下的兩個小錢，並非十分之一，而是十分之十。
「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悅的；你們如此
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馬書十二 1)。我們的時間、才幹和財富都可以奉上給神。
保羅曾提到馬其頓教會的奉獻，乃是按着力量，而且是過了力量，是甘心樂意的奉獻(哥
林多後書八 3）。使徒初期的教會，更把田產家業變賣來奉獻（使徒行傳二 45；四 32-37）。
而保羅在奉献上亦有更彈性的指引，「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各人要隨
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哥林多後書
九 6-7)
但神應許賜福以色列人，保守他們的土産；現今我們為什麼不願意奉献？不相信神傾福於
我們？我們或許願意花費在舒適奢華的生活上，如︰大屋、名車、高消費的食肆、旅遊、
名牌服装商品、先進智能電話丶咖啡等等，
第四章
當時惡人得勢建立平安享福，百姓認為信神只有徒然捱苦，懷疑公義何在？現今社會也是
如此，我們可能也有同樣的感受，但神應許必將信神的和不信神的分別出來，惡人的結局
必成碎階。
反省︰對神的態度
奉獻的態度
生活模式可以調節，雖然收入多了，不要刻意提升自己的享受質素，曾經聽到了許多從死
後復生病人的經歷報導，生活變得簡樸，更忠於上帝。
約翰衛斯理的一生中，所得的錢財不少，
但他所得的錢財是為主而用。起初他每月
只得三十英磅，他用二十八磅作為生活
費，餘下的用於賙濟窮人。以後他的薪金
不斷增加，第二年每月薪金為六十磅，他
仍每月用二十八磅，三十二磅賙濟窮人，
一直下去，終生不變。
人的態度
無論你是學生、成人或長者，都可以為神
獻上，呈獻時間、生活模式、才幹……，
譲我們每天重新立志，成為新造的人，非
勢力非才能，乃是靠祈禱神、神的話和靈去生活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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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消息


2016 年 12 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15/12(四)晚上 7:15 舉行，是次靈修分享︰林楚儀執事。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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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已踏入將臨期，教會年的開始，堂會已預備 2017 年月曆致贈各弟兄姊妹及新朋友，
請於招待處領取，每家乙份。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 月行事曆：
24/12(六) 晚上 7:30
平安夜晚會+報佳音
25/12(四) 早上 10:30
聖誕節
01/01(日) 早上 10:30
感恩見證主日

崇拜消息


18/12(日)承蒙本會文靜嫻教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
致謝。



24/12(六)晚上 7:30 舉行平安夜晚會，主題︰懷舊
聖誕晚會，內容包括︰懷舊詩歌敬拜、分享「耶穌
的誕生」信息、才藝表演幸運大抽獎及報佳音；歡
迎各肢體積極邀請家人及朋友參加，一同迎接救主
降生。



25/12(日)早上 10:30 舉行聖誕節感恩崇拜，誠邀弟
兄姊妹邀請家人齊來慶祝救主降生；崇拜後設簡單
愛筵，請留步一同團契及分享。



1/1/2017(日)為感恩見證主日，誠邀弟兄姊妹分享
過去一年裡，從主所領受的恩典，見證主恩；有意
於當日分享見證者，請先向教牧報名，以便安排。

團契消息


本部於每月第二主日崇拜後舉行之祈禱會，誠徵各團契、小組成員參與安排及主領，
有興趣者，請跟陳玉娟(Carrie)部長聯絡。讓我們為教會守望，祈求主復興我們！



家庭團契於 11/12(日)崇拜後舉行，題目︰生日會，負責人︰劉素貞。



亞波羅小組 27/11(日)崇拜後為教會佈置，感謝各組員使禮堂充滿聖誕氣氛。



弟兄小組已於 27/11(日)舉行查經 ，共 9 人出席。下月將於 25/12(日)舉行感恩會。



長者團契已於 8/12(四)舉行，團契後一起飲茶，連同工共 12 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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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消息


屬靈書籍介紹每月第一個主日崇拜後舉行，12 月份由靳仲暉弟兄負責，介紹書籍《男
子漢大丈夫》。另，圖書櫃設於禮堂一門外，鼓勵弟兄姊妹自行借閱。



讀經計劃已由 7/12 開始閱讀《箴言》至 17/12，讀經卡已預備，請到招待處索取。為
鼓勵弟兄姊妹勤讀聖言，本部將於 1/1/2017 頒發紀念品予參與之弟兄姊妹。另外，
一如往年安排，臨近聖誕、新年期間將暫停讀經計劃，讓弟兄姊妹可繼續閱讀未完成
的經卷。5/3/2017 開始，進入閱讀《傳道書》。



原於每月第三主日崇拜後舉行的主日學，將於 2017 年起暫停舉行，本部另擬計劃定
期於該時段舉辦培靈講座及活動，詳細安排有待公佈。故此，安排於 18/12(日)崇拜
後之主日學，將最後一次，導師︰陳懿婷姊妹。誠邀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每月第三主日崇拜前舉行祈禱會，因應本部另擬定來年計劃，故也將於 2017 年暫停
舉行。請弟兄姊妹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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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天說地茶聚每月第一、三主日崇拜後舉行，歡迎慕道及初信朋友參加。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將於 18/12 (日)舉行聖誕節慶祝會及 AWANA MINI STORE，請
為 AWANA 團隊之事奉禱告，求主加力。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學員將參加 24/12(六)聖誕平安夜晚會才藝表演，近日已開
始排練，當晚並會邀請家長出席，請為 AWANA 家長福音工作代禱。



長者查經逢週四上午 10:00 舉行，現正查考《詩篇》，歡迎長者肢體參加。



秀茂坪婦女查經隔週三上午 10:30 舉行，歡迎居住官塘區婦女參加。

拓展消息


社區佈道每月第一主日早上 9:30 舉行，
4/12(日)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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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福音合作事工︰「家愛和平大使培
訓」及講故事技巧工作坊已於 18/11(五)
完成，平均出席率達九成；而家庭營亦於
4/12(日)假大埔小白鷺互動中心舉行，請
為事工能播下福音種籽禱告。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22/11(二)兒童崇拜
及於堂會舉行家長加油站–皮革製作，當
日出席包括家長、校長、主任及堂會同工
共 21 人。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3/12(六)舉行全校
秋季大旅行，6/12(二)舉行家訪報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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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消息


11/12(日)為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會員報名日，下午開放。請 AWANA 導師留意
場地安排。

總辦事處及神學院消息


本會青少年部繼續與美國福音信義會合辦青年領袖訓練計劃–2017「美國福音信義會
華寶湖夏令營組長義工招募」，為要讓本會青年信徒在夏令營中學習服事人，並積極
分享其信仰見證，詳情如下︰
日期︰2017 年 5 月至 8 月，地點︰美國威斯康辛州華寶湖夏令營，名額 4 名，年齡︰
18-30 歲，費用︰約港幣$14,000 元，截止報名︰2017 年 1 月 3 日。查詢及報名，
請與教牧同工聯絡。



本會將於 25/2/2017(六)舉行「教會改革運動 500 週年步行籌款」，有關詳情如下︰
主題：「合一同心向前行」，目的：支持 500 周年各項活動及出版事工，籌款目標：
港幣四十萬元，集合時間：上午 8 時 30 分(瀝源邨小型足球場)，起步禮：上午 9 時，
感恩禮：中午 12 時（馬鞍山信義學校舉行），路程：沙田多元化金齡服務中心步行
至馬鞍山信義學校（步畢全程約需 1.5 至 2 小時）。步行完畢，會於馬鞍山信義學校
舉行感恩禮，敬請留步參加。鼓勵個人籌款目標為港幣$888（多少不拘）。查詢及
報名，請與同工聯絡。



本會信徒培育部聖樂及禮儀工作小組將舉辦「司琴訓練班」課程，詳情如下：
目標：讓司琴有進深事奉的機會，日期：2017 年 2 月 15、22 日及 3 月 8、15 及 22
日（逢週三，共五堂），時間：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地點：信義樓，導師：
伍中恩教授，對象：現擔任司琴者，名額：20 名，費用：$800 截止日期：2017 年
2 月 8 日。

2016 年 11 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日

期

崇拜人數(受 餐)

Awana 兒童(受 餐)

總

人 數

6/11

65

34

99

13/11

122

22

144

20/11

70

43

113

27/11

70(65)

30(3)

1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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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澤堂 2016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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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5.90
$21,000.00
$13,850.00
$0.00
$1,750.00
$17,400.00
$0.00
$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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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06.00
$2,639.90
$0.00
$717.80
$142.00
$3,539.60
$106.00

本月收入

$59,465.90

本月支出

$48,251.30

本月盈餘/(赤字)

$11,214.60

恩澤堂 2016 年 10 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 動 負 債

基

$0.00

金

流 動 資 產
往來戶口

$653,395.32

儲蓄戶口

$108,328.28

現金

普通儲備

$252,191.83

發展儲備

$297,656.25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本月盈餘／(赤字)
累積盈餘／(赤字)

$205,660.92
$11,214.60
$216,875.52

總負債及基金

$766,723.60

總資產

$5,000.00

$766,7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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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