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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主題異象：願祢復興我!

陳惠琴牧師
本月恩澤報出版之日是農曆正月十六日，雖然正月十五日 (元宵)已過，大家在農曆
新年假期後已上班、返學，回復忙碌、緊密節奏的生活。但俗語有云︰「有心唔怕遲，十
月都係拜年時！」。

祝願大家︰新年蒙福！身體健康！心滿意足！笑口常開！主恩常溢！
以上的祝願都是希望弟兄姊妹的生命，裡裡外外都被主的恩惠、慈愛所充滿和包圍，
得享蒙福的生命！求主叫我們這班蒙福的族裔，能展現、散發基督的愛和香氣，活出精彩
的人生，見證上主的美善，榮神益人！
今年是丁酉年，生肖屬雞，在農曆新年前後的日子，大家無論從商場或公眾場所見到
的佈置，收聽或收看電台、電視節目或宣傳廣告，甚至手機都收到無數的短訊、WhatsApp
及短片，全都跟雞連上關係！
其實，雞跟我們日常生活的關係一向緊密，因為雞在中國飲食文化中佔了很重要的地
位，雞更是極受香港人歡迎的美食，還對我們一日三餐極大貢獻！例如︰早晨的餐單必會
有蛋治、煎雙蛋或奄列；喜慶節日必有以雞為主打的菜式，生日必會切蛋糕、BB 滿月會派
紅雞蛋、薑醋蛋；婚宴、壽宴的筵席必有當紅炸子雞，還有，在燒烤、野餐及小食系列中，
雞翼更是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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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這種家禽除了是我們餐桌上的恩物，能滿足我們肚腹之外，雞更是「五德之禽」！
這五德是︰文、武、勇、仁、信。此說來自西漢初期，韓嬰的《韓詩外傳》，韓嬰對雞有
以下的描述，很有趣味和意思！《韓詩外傳》中說道：「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
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意思是︰雞頭上有冠，
諧音「官」，有文德(有智謀)；雞腳後有距能鬥，有武德(有實力)；雞面對大敵，敢拼搏，
有勇德(敢冒險)；雞有食物時會招呼同類，有仁德(會分享)；雞守夜不失時，天明報曉，
有信德（守紀律）。
雞貴為「五德之禽」，令我聯想到我們這群貴為蒙福的族裔，有上主寶貴的兒女、君
尊祭司的身份，受託管理祂所創造的世界，更領受了祂的大使命將基督大愛傳揚，叫祂所
創造、所愛的人認識祂，並領受祂預備給人的奇妙救恩。我們除了要兼備文、武、勇、仁、
信五德之外，更應以蒙福的生命，以聖靈所結的果子之氣質和生命，為主作工，作主喜悅
的事。
願以一位我很敬重的退休校長—王國江校長所贈的一副春聯︰「八福盡隨新節至，
九果全伴早春來」跟弟兄姊妹互相祝賀。願主使我們在新的一年，團結、同心努力，拓展
天國！阿們。

預 苦 期 (Lent)的 意 義
預苦期又稱為大齋期，乃從聖灰日（Ash Wednesday）至
復活節（Easter）期間的四十日（主日不計算在內：因為每個
主日都是記念主基督復活的日子）。自古以來，信徒在此期間
多會禁食禱告，悔改自省，思念基督的受苦受死。Lent 一字來
自拉丁文，是春天之意。在春天大地煥然一新，生氣盎然，大
自然早已脫去陰沉灰暗，而滿有盼望。因此現今許多基督徒不
再將預苦期視為「自懲、自虐」的時節，而是更加體驗與了解
何為「愛與信心」，也藉此使自己在信仰上更為茁壯穩固。
在預苦期，我們應懷著盼望並預備自己的心去慶祝耶穌的
復活。因此，預苦期的主題是紀念十架的基督，默想上帝救恩
與犧牲，信徒從聖灰日起已進入悔罪和更新。
節期中，以紫色為主色，象徵悔罪、尊貴、莊嚴的意思。紫色乃紅和藍調和而成的，
是莊嚴和寶血的象徵，在此時期使用，更有悔罪之意。黑色是此節期的另一個主色，特別
在聖灰日及受難日當天才可使用，象徵憂傷、痛苦和懺悔，說明基督的犧牲是為了我們，
祂走上十架苦路是因著愛我們，救贖我們。
今年聖壇的擺設採用七燭台，中間放上黑色蠟燭一支，兩旁均放上紫色蠟燭各三支，
合共六支作預苦期的標記。六支紫色蠟燭象徵主耶穌邁向耶路撒冷受難的屬靈旅程之六個
主日；而中間的黑色蠟燭則象徵主耶穌要承受的苦難及死亡；第一個主日燃點六枝紫色的
蠟燭，第二主日則燃點少一支，到了棕枝主日，只燃點一支蠟燭，立聖餐及受難日就不點
蠟燭(將另設禮儀)。七燭台以紫色布纏上，用意使聖壇顯出大齋節期的色彩。受難日要換
上黑布，復活節換上白布，黑色象徵悲傷與死亡，而白色象徵榮耀與得勝。雖然此舉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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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上之必須，惟盼望它能向會眾展現「在預苦期中教會與基督一同走上十架苦路」的主
題。
預苦期之禮儀與常年期比較，儀節的次序上並沒有任何變動。然而在禮文上，由於節
期的轉換，因此，主題和內容方面也隨之不同。另一方面，有部份禮儀詩歌轉換了。《榮
頌》、《稱頌》較歡欣的禮儀詩歌將會剔除，目的是使我們在預苦期間更能明白受苦的意
義。《認罪》選唱《詩篇130篇1-4節》，福音前後《哈利路亞》則選唱每年我們在預苦期
慣用的一首《當轉向主你的神》新頌#563，《奉獻》時段以音樂代替唱詩，讓會眾安靜
片刻，深化聖道；《代禱》亦會選唱《求祢俯聽我》頌主#472。
盼望以上的安排能對肢體有更深的敬拜經歷，信心得到堅固，教會的生活更為正面和
歡欣。與此同時，更希望每一位崇拜中的事奉人員能各盡其職，恰如其份地參與事奉，使
那位為我們受苦、復活的基督獲得榮耀。因祂復活，我們必得永生！阿們。

聖靈降臨節聖洗、堅信及轉會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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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教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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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定於六月四日(聖靈降臨主日)舉行聖洗禮、堅信禮及轉會禮，凡在本堂穩定參加
崇拜或團契之慕道朋友及主內弟兄姊妹，如有意於聖靈降臨節接受聖洗、堅信或轉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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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請向教牧洽商。
2017 年聖靈降臨節學道班，將由 2/4-21/5 期間，逢星期日下午 2 時至 4 時正舉行，
課程安排如下：
日期
2/4
9/4
23/4
30/4

內

容

日期

課程簡介 + 救恩與我
認識崇拜禮儀
聖禮觀
本會信仰 I

內

容

本會信仰 II
受託—事奉與奉獻
退修日期：暫定 21/5
(2 至 6 時，戶外舉行)

7/5
14/5

報名表格，可向教牧同工索取---總負責同工：陳惠琴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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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消息






2 月份執事會已於 9/2(四)一併舉行會議及團拜。3 月份會議將於 17/3(五)晚上 7:00
舉行，靈修分享是劉素貞姊妹。
2016-2017 年度第二次教友週年大會將於 5/3(日)下午 12:30 舉行，當日聽取及通過
2016 年財政結算、核數報告，總結「3 年工作計劃」(2014-2016)，并商討 2017 年工
作計劃、財政預算及選擧 2017 年度核數員。會議通告及議程將於 26/2(日)派發，請
各會友務必出席，並歡迎關心堂會發展之弟兄姊妹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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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 月至 2017 年 3 月行事曆：
5/3(日) 崇拜後
第二次教友週年大會

崇拜消息




19/2(日)承蒙本會主愛堂鄧銳坤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5/3(日)承蒙信義宗神學院張寶珠老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新春崇拜已於 29/1(日)丁酉年年初二舉行。

團契消息







家庭團契已於 8/1(日)以火煱團年，並編訂 2017 年上半年團契內容，連同工共 10 人
出席。2 月份週會將於 12/2(日)舉行，主題︰感恩分享。
Awana 家長小組已於 15/1(日)下午舉行親
子活動—製作︰笑口棗，有十多個家庭參
加，大家在喜氣洋洋的氣氛中學習及預備賀
年食品，連同工、導師共 40 多人出席。
弟兄小組已於 22/1(日)舉行並編 2017 年上
半年內容。
亞波羅小組已於 24/1(二)晚上於林楚儀執
事家中舉行團年，連同工共 11 人出席。
長者團契將於 16/2(四)重開，內容︰團拜。

栽培消息







每月第一主日崇拜後舉行「屬靈天地‧由靈開始」，誠邀弟兄姊妹踴躍分享及參與。
分享包括︰屬靈書籍、文章、詩歌、見證……；2 月份因弟兄姊妹趕赴婚禮暫停一次，
3 月份由敬拜隊負責。另，如欲借閱書籍，請在設於禮堂一門外的圖書櫃，自行借閱。
讀經計劃將於 5/3(日)開始閱讀《傳道書》，讀經卡將於 26/2(日)派發。另，弟兄姊
妹如想補回早前派發之讀經卡，請聯絡堂務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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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會議將於 19/2(日)崇拜後舉行，請各導師預留時間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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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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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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婦女已於
3/2(年初七)舉行週年戶外活動，感謝主！
當日天氣良好，各人盡興而回。

拓展消息


社區佈道每月第一主日早上 9:30 舉行，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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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五)開始。
工作坊由中心社工何姑娘教導家長認識和
平的概念及預防與家人衝突的小貼士；除
教導和諧相處以提昇親子關係外，堂會也
可在相處方面作屬靈分享，更可透過分享
講故事技巧，帶出有基督信仰家庭的優
點；工作坊尚有三次活動，分別為 24/2、10/3 及 24/3，整個活動完結後將舉行家庭
營，地點待定；盼望能撒下福音種籽。求主祝福事工並邀請弟兄姊妹以禱告及行動支
持事工。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家長加油站已於 10/1(二)在堂會舉行–界刂水仙花頭；下次活動
將於 14/3(二)在堂會舉行–排排舞。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14/1(六) 負責老師團契。1-2 月期間列席親子學習小組認識家
長；3-7 月舉行家長月會。

同工消息


吳玉燕幹事將於 19/2 取放例假，20/2(一)照常當值。

中心消息


12/3(日)為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報名日，中心下午開放，請 Awana 導師留意場地
安排。

總辦事處及神學院消息


本會將於 2 月 2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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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海外宣教部定於 3 月 4 日(六)晚上 7 時正舉行第八屆大專生差傳夜，主題是「流
去邊？游去邊？」，為要鼓勵本會的高中生和大專生踏入社會前，得以擴張視野，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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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宣教異象，和認識全球宣教的趨劫發展之湄公河福音的需要。有關詳情如下︰
時間︰晚上 7 時正，地點︰信義樓 5 樓禮堂，內容︰詩歌敬拜、遊戲、信息、見證…，
對象︰本會高中生和大專生，名額︰100 位，截止報名日期︰2 月 23 日。


信義宗神學院將於 3 月 4 日(周六)至 3 月 5 日(主日)舉行 2017 獻身營，主題︰祢的
名字，我的故事，詳情如下︰
時間：3 月 4 日(周六)上午 9:00 至 3 月 5 日(主日)中午 12:30，地點： 信 義 宗 神 學
院，內容：專題講座、蒙召見證、教授約談、課程介紹、聖餐崇拜、小組分享、明陣
靈修、安靜獨處，對象：有志獻身全職事主，尋求上帝旨意者，費用： 港幣 180 元
截止日期： 2017 年 2 月 28 日。

2017 年 1 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日

期

崇拜人數(受 餐)

Awana 兒童(受 餐)

總

人

數

1/1

62

0

62

8/1

63(56)

25(5)

88(61)

15/1

52

29

81

22/1

61(56)

26(5)

87(61)

29/1

46

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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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澤堂 2016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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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0.40
$27,900.00
$18,600.00
$1,500.00
$700.00
$24,300.00
$0.00
$2,900.00
$5,000.00
$0.00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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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02.00
$3,937.10
$0.00
$1,551.00
$0.00
$2,854.90
$4,150.00

本月收入

$83,371.48

本月支出

$89,595.00

本月盈餘/(赤字)

($6,223.52)

恩澤堂 2016 年 12 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 動 負 債

基

$0.00

金

流 動 資 產
往來戶口

$660,666.62

儲蓄戶口

$108,329.36

現金

普通儲備

$251,191.83

發展儲備

$298,656.25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本月盈餘／(赤字)
累積盈餘／(赤字)

$230,371.42
($6,223.52)
$224,147.90

總負債及基金

$773,995.98

總資產

$5,000.00

$773,9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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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