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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炳輝執事
二零一七年七月九日是恩澤堂的大日子—十五周年
堂慶！周年堂慶已是教會的一件大事，何況是十五周
年？所以十五周年堂慶籌委會已落實舉行聚餐，一同分
享恩澤堂蒙福感恩的愉悅，你是否已報名參加？
雖說是恩澤堂十五周年堂慶。可是如計算教會於
1999 年從秀茂坪搬遷至現址，即已接近二十載。若再連
同恩澤堂前身於 1992 年正式成立的平安佈道所，以及
再追溯至佈道所的緣起是於 1983 年的基群計畫，屈指
一算 ………。噢！是多麼震撼的數字，固然驚嘆歲月
的飛逝；更重要的是原本基督耶穌已經與我們同行萬
里，走過高山低谷。
不要擔心，我不打算在這短短的篇幅跟大家重溫恩澤堂的歷史，相信各位雖然於不同
時間加入恩澤堂的大家庭，但是大家心中各自有數算不盡，從主而來的恩典；各位可於團
契或主日崇拜跟弟兄姊妹盡情分享，分嚐主恩的喜樂與甘甜，相信這能為我們忙碌疲憊的
生活，添油作糧，叫我們從新得力，力上加力，事主愛人，傳揚福音，成為主耶穌基督的
見證人！
觸目四顧，孤身自省，頓感虧欠主恩。回望這些年來，上主的恩典鴻福沛然，讓弟兄
有機會在不同的崗位上事奉祂。然而，我猛然覺察到上主是要恩澤堂走得更遠，需要更多
人認識祂的慈愛和救恩。要達成這個目標，我相信教會得要新陳代謝，世代傳承！這倒也
合符現今社會經常掛在口邊的「持續發展」口號了吧！

誠然教會需要栽培弟兄姊妹，一則為他們
的屬靈生命成長，二則也為教會的傳承交替
作好準備。君不見主耶穌基督在傳道的三年
裡積極培訓門徒，當祂復活升天後，門徒即
肩負傳揚音，建立教會，彼此服侍的使命。
這二千餘年間，一代一代的傳承接續下去；
期間且不斷出現很多偉大的信徒，造就信
眾，奠下基礎，帶領教會衝破樊籬，邁向新
的里程，讓福音傳得更遠更廣。
恩澤堂的發展軌跡豈不也是如此這般？
感謝主！這兩年我們已有一些新面孔加入執事會，重點固然不在於有新的肢體分擔工作，
更重要的是她們給予我們新的動力、新的思維及新的角度，使我們討論的結果更立體、更
周全及更可行。我相信這是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就讓我們在一起慶祝恩澤堂昂首踏進十五周年的同時，也以禱告的心懇切求告上主的
心意，挺身事主，除於教會各單位事奉以外，為主作更堅定的委身，嘗試肩負執事的職分，
為主發熱發亮。不要怕，總要信，主定必會賜你格外的平安！
讓我們謹記主耶穌基督的吩咐︰「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 所以，
你們要求莊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馬太福音 9:37-38》

2017 年 5 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日

期

崇拜人數(受 餐)

Awana 兒童(受 餐)

總

人 數

07/05

54

36

90

14/05

60(52)

26(5)

86(57)

21/05

60

25

85

28/05

148(58)

30(5)

178(63)

整體消息


7 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13/7(四)晚上 7:00 舉行，是
次靈修分享︰馬錦靈執事。



感謝主！恩澤堂將於 9/7(日)慶祝堂會成立 15 週年
堂慶。當日舉行感恩崇拜，並有 Awana 兒童品格培
育課程學員獻唱，崇拜後還舉行感恩聚餐，聚餐詳
情如下︰
日期︰7 月 9 日(主日)，時間︰下午 1 時正，地點︰
坑口南豐廣場 1 樓稻香超級漁港，費用︰成人會友
$120、成人非會友$160、長者(60 歲或以上)/學生
及兒童(3 歲或以上)$80。請向所屬團契、小組組長
或吳玉燕幹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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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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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6 月至 2017 年 7 月行事曆：
2/7(日) 早上 10︰30
2016-2017 年度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結業禮
9/7 (日)早上 10︰30
15 周年堂慶感恩聖餐崇拜暨感恩聚餐

崇拜消息


18/6( 日 ) 承 蒙 文 靜 嫻 教 師 蒞 臨 宣 講 聖
道，謹此致謝。



25/6(日)承蒙基督教聖約教會麗道堂譚
玉江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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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日)將軍澳幼稚園音樂小跳豆合唱
團於崇拜獻唱《頌讚主》，當日 26 位團
員、54 位家長、5 位老師及校長出席，
氣氛良好！



9/7(日)為舉行恩澤堂成立 15 周年堂感恩聖餐崇拜，聖樂由敬拜隊負責，也有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學員獻唱。崇拜後舉行慶感恩聚餐，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堂
慶籌備委員會已成立，召集人︰陳玉娟執事，成員︰鍾漢強弟兄。

團契消息






家庭團契原定 14/5(日)崇拜後舉行行山活動，由於天氣不穩定改期 4/6，後再因同一
原因取消；下次週會原定 11/6(日)，因大部份團友需出席 Awana 本年度最後會議，故
延至 18/6(日)舉行生日會，並編下半年週目，請各團友留意並預留時間出席。
弟兄小組已於 28/5(日)舉行「討論熱話」，5 人出席。下次小組將於 25/6(日)舉行查
經。
亞波羅小組已於 28/5(日)舉行「你還
好嗎？」分享會，連同工共 5 人出席。
長者團契已於 8/6(四)舉行，是次團
契分別探訪李桂琼姊妹及陳惠琴牧
師，連同工共 15 人出席。團契將於
暑假期間暫停，9 月中重開。

栽培消息

















「屬靈天地‧由靈開始」於每月第一
主日崇拜後舉行，4/6 由區樂韻姊妹分享 Awana 導師事奉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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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如欲借閱書籍，請在設於
禮堂一門外的圖書櫃，自行借閱。
讀經計劃已分別由 1/6 及 6/6 開始閱讀《耶利米哀歌》及《以西結書》，鼓勵大家繼
續勤讀聖言。仍未有以上書卷的讀經卡者，請於招待處領取。
祈禱鏈內容於主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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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六)連同工共 4 位弟兄姊妹參加信義宗神學院舉辧 2017 讀經日營「啟示錄的世
界」，本部有半費津貼全日出席之肢體。
21、28/5(日)連同工共 9 位 Awana 導師參加本會信徒培育部舉辦「關顧特別教育需要
兒童教會事工導師基礎訓練課程」，增加導師們對有特別需要關顧學員的認識，有助
教學及處理課堂秩序，本部全費津貼。
4/6(日)已舉行 Awana 全體導師會暨召命人生分享，邀得梁美英牧師分享。感謝主，
各導師從問卷、分享活動及信息中，對上主的召命、個人如何回應召命上，有更多認
識和反思，大家更在事奉上互相打打氣、充充電。
Awana 團隊於 11/6(日)崇拜後舉行本年度(2016-17)最後一次會議，是次將有較多事
項商討，請各導師預留時間出席。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將於 2/7(日)舉行 Awana Store(積分兌換禮物日)，學生可將
平日在學習、參與活動時所得的嘉許積分累積起來，於當日兌換心愛的禮物。籍此更
鼓勵學員積極參與及投入學習。另，當日將舉行結業禮暨頒獎禮。
感謝主！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新年度(2017-18)名額已滿，求主加靈賜力予籌備團
隊，叫各人在學習與事奉過程中能與主更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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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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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暑
假期間(7-8 月)暫停，9 月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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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暑假期間
(7-8 月)暫停，9 月重開。

拓展消息








社區佈道每月第一主日早上 9:30 舉行，4/6(日)共有 4 位弟兄姊妹出隊，下次出隊日
期︰2/7。積極鼓勵弟兄姊妹參與派福音單張，這不單讓區內街坊知道教會所在，更
能參加崇拜，認識福音。
31/5（三）下午舉行福音合作事工會議，包括︰尚德中心、幼稚園和恩澤堂，初步建
議中心可跟堂會+幼稚園合作舉辧之家長活動互相推介，計劃邀請中心專責社工到學
校舉辦講座，可安排教牧在講座中分享信息，藉此作福音工作。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已於 23/5 舉行家長加油站「有營健康」講座，共 10 位家長參加；
13/6(二)將於本堂會舉行本學年最後一次家長加油站–「有營 CAFÉ」，10-12/7 舉行
暑期聖經班。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20/5 家長月會、3/7 聯校畢業禮、4-8/7 暑期聖經班。

同工消息



陳惠琴牧師將於 16-24/6 及 27-30/6 取放年假共 12 天。期間由賴炳輝執事主席為代
堂主任。
吳玉燕幹事將於 25/6 取放例假，26/6(一)照常當值。

總辦事處及神學院消息











本會於 6 月 11(主日) 下午 3:30 假本會真理堂舉行按立牧師典禮，是次按牧名單︰蔡
思樂教師(馬氏紀念禮拜堂)、劉樹棠教師(香港仔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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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海外宣教部為回應教會改革 500 周年，將於 7 月 2 日(主日)下午 3:30 假本會真
理堂，舉行第六屆差傳節暨差遣三位宣教士、柬埔寨興建校舍籌款百萬圓感恩慶典，
藉此聯合堂會齊來培育宣教族的下一代，謹將天國福音傳遍本地至萬邦。
大會主題︰「傳」是恩典，講員︰張振華監督。節慶典禮︰兒童獻唱、話劇、信息、
感恩奉獻、差遣禮和差傳戰士頒獎。鼓勵堂會弟兄姊妹參加。若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855 3951(陳慧玲牧師)。
本會信徒培育部培育部與香港體育事工網絡合辦，將於 7 月 25 日至 27 日（週二至四）
舉辦「少年成長福音營」。詳情如下：
主題：勝者零距離，內容：精彩的 KidsGames 遊戲體驗、刺激的運動競技、福音分享，
地點：西貢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的學生，每 7 人一隊（6 位
參加者+1 位隨隊導師），名額：100 人，營費：正價每位$400，早鳥價（5 月 16 日前）
每位$350；導師每位$200，截止日期：6 月 13 日（二），或額滿即止。
本會青少年部將於今年 7 月 16 至 18 日（日至二）舉辦「暑期中學生營會」。詳情如
下：
主題：信仰流浪（中學生篇），地點：烏溪沙青年新村，內容：Running Man（城市
遊走）、沙灘競技、模擬劇場、晚會及信息分享，對象：本會升中二至中六的學生，
名額：40 人，費用：每位$350（包括營衣一件），截止日期：7 月 3 日（一）。查詢
及報名，請與教牧同工聯絡。
本會家庭關顧部婦女團契聯會將於 6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至下午 1 時假本會天
恩堂副堂舉行「10 周年感恩匯聚日」，誠邀各位參加，報名及查詢，請聯絡教牧同工。
本會社會服務部將於 6 月 24（六）上午舉行全港舉行賣旗籌款活動，為「康復服務」
籌募服務經費，誠望大家踴躍支持。

其他消息


第 28 屆香港書展將於 7 月 19 日至 25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基督教書坊設於
會場 3 樓(3G)，開幕典禮於 7 月 19 日中午 12 時舉行。

恩澤堂 2017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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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6.90
$19,500.00
$24,970.00
$0.00
$700.00
$21,920.00
$1,000.00
$1,050.00
$50.00
$0.00
$0.00
$4,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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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16.90 本月支出
本月盈餘/(赤字)

$41,689.00
$2,428.90
$0.00
$2,207.80
$4,191.40
$5,617.40
$110.00

$56,244.50
$21,572.40

恩澤堂 2017 年 4 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 動 負 債

基

$0.00 流 動 資 產

金

往來戶口

$762,109.92

儲蓄戶口

$108,329.36

現金

普通儲備

$473,339.73

發展儲備

$300,656.25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本月盈餘／(赤字)
累積盈餘／(赤字)

$79,870.90
$21,572.40
$101,443.30

總負債及基金

$875,439.28 總資產

$5,000.00

$875,43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