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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英牧師

栽培部已於 5/11 開始推行閱讀計劃《聖誕之書》，
讓我們透過此計劃一同「迎接聖誕‧回歸聖言」！
若要為聖誕節作好準備，不是購買禮物，不是預備
聖誕大餐，而是安靜在上帝面前，細讀馬丁路德活潑地描寫
聖誕故事中關鍵人物的種種反應，使這個聖誕，讓我們更深
去體驗耶穌基督的降生，是與你和我息息相關，並使聖誕故
事在豐富的人情味中顯得更加真實。

來吧！我們一起參與這閱讀計劃。
《聖誕之書》—書介
論到聖誕的故事，馬丁路德在他那與眾不同的註釋中，曾提出一個這樣的問題：若是
我們當日生活在伯利恆，我們會不會相信那馬槽內的嬰孩就是成了肉身的上帝自己呢？
路德深深地懷疑他自己會相信。上帝為著顧念我們竟成了肉身，分擔我們的難處，並
且為我們掛在十字架上，這樣的思想是何等令人驚訝。路德說，他一點也不希奇為甚麼只
有那麼少的人重視耶穌降世的意義。相反地，他倒為那少數人的信心感到驚異。

在這故事體的註釋中，路德以其卓越的才能，將自己和讀者放在馬利亞，約瑟等當日
與耶穌有關的人物的地位，他活潑地描寫他們種種的反應，使聖誕故事在豐富的人情味中
顯得更加真實。
本書附有名家木刻圖，實在是個人不可少的一本藏書，也是一份理想的聖誕禮物。
鼓勵大家閱讀此書的同時，回答以下三條問題︰
A‧對聖誕故事/經文的新發現？
B‧此書最令你感動？
C‧在這個聖誕，你會如何回應基督的愛？

將臨期的意義
將臨期就是教會年的開始。將臨期的主題是「等候基督的來臨」。這主題具有雙重的意思。
首先，是等候聖誕節（記念基督道成肉身第一次來臨的日子）的來臨。
第二，就是等候基督第二次來臨（亦即在世界末日中基督的再臨）。
四個主日的分題包括：
一、上帝的愛，及賜予平安。
二、上帝給人盼望，就是耶穌降生勝過絕望的盼望。
三、上帝對人的呼召，以愛和忍耐等候。
四、上帝藉耶穌的應許，給予恩典。
將臨期花環的習慣源於德國，又謂「將臨環」，是用常青樹枝
編織而成的圓圈或花冠，圈上按置四支蠟燭，可懸掛在屋頂上或放在桌子上。
其傳統的意義：象徵基督真光，照耀那「坐在黑暗與死亡蔭影下的人羣」(路1:79)。花環
本身象徵「時期已滿」基督就來到了人間，也象徵上主的永恆存在與無始無終；常青樹象
徵永生與上主的不變性。四支蠟燭代表將臨期四週。
在將臨期中，我們將思想有關等候、期待、仰望、堅忍、儆醒、希望的信息。節期中，以
藍色為主色（也有以紫色的，表明將臨的一位是王者）。藍色是天空的顏色，說明信徒在
等候基督來臨的日子中，不論自身的處境如何，均當心存盼望，仰賴從天上而來安慰。而
將臨期第三主日通常稱為「喜樂主日」，教會禮儀的焦點也從「期待基督的第二次來臨」，
慢慢轉向「喜樂地慶祝救主的降生成人，居住人間」。

整體消息


11 月份執事會議於 19/11(日)下午 12:30 舉行，是次靈修分享︰林楚儀執事。



3/12(日)為將臨期第一主日，是教會年的開始，堂會已預備 2018 年月曆致贈各弟兄
姊妹及新朋友，請弟兄姊妹於當日(3/12)到招待處領取，每家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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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至 2017 年 12 月行事曆：
19/11(日)12:30

執事會議

崇拜消息


19/11(日)承蒙聖約教會麗道堂譚玉江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6/11(日)承蒙信義宗神學院張寶珠老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3/12(日)承蒙信義宗神學院羅永光博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10/12(日)承蒙冼杞烈校長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戶外崇拜已於 12/11(日)假鯉魚
門公園渡假營舉行，當日天氣欠
佳，崇拜後更下雨，雖然對燒烤
活動有點影響，卻增加多一點浪
漫，感恩！各人投入參與，老少
安全！當日出席︰成人 92、兒童
38，總出席人數為 130 人。



3/12(日)開始踏入將臨期，聖誕
節期籌備委員會正籌備聖誕慶祝
活動，召集人︰張雅雯，委員︰
鍾漢強、林楚儀，請為各籌委祈
禱，並請弟兄姊妹預留 24/12(日)崇拜後及 25/12(日)上午參與各項慶祝活動，普天
同慶迎接救主降生。



由於香港天文台於 15/10(日)早上懸掛八號颶風訊號，當日主日崇拜取消。

團契消息


每月第二主日崇拜後舉行之全教會祈禱會，由於 12/11(日)舉行戶外崇拜暫停一次。



弟兄小組已於 22/10(日)崇拜前舉行，7 人出席；下次 26/11(日)舉行查經。



長者團契已於 8/11(四)舉行，團友以「猜猜講講」遊戲動動腦筋，大家非常投入，氣
氛良好，連同工共 7 人出席，團契後一起飲茶。



家庭團契原定 15/10(日)崇拜後舉行退修，可惜當日因颱風襲港取消。12/11(日)之團
契參加戶外崇拜。本年度最後一次團契將於 10/12(日)崇拜後舉行生日會。

栽培消息


「屬靈天地‧由靈開始」每月第一主日崇拜後舉行，5/11(日)由楊少華姊妹分享屬靈
書藉《同行︰最美的陪伴》。邀請弟兄姊妹踴躍參與。分享包括︰屬靈書籍、文章、
詩歌、見證；另，本部已添置多本新書，如欲借閱，請在設於禮堂一門外圖書櫃，自
行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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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於 5/11 開始舉行《聖誕之書》閱讀計劃，堂會已於 10 月下旬派發書籍及讀經卡
與弟兄姊妹，並邀得梁美英牧師在計劃舉行期間，分享每章的讀後感，文章刊登於每
主日的當日禱文紙。誠邀弟兄姊妹踴躍參與，並透過閱讀更深去體驗耶穌基督的降生。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將於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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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Awana 兒童品格課培育課程再增添合格導師三位︰李敏儀、麥家良及葉秀
雲，求主大大使用並賜福他們的生命和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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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居住將軍澳區的長者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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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日)共有 5 位弟兄姊妹出
隊，下次出隊日期︰3/12。積極鼓勵
弟兄姊妹參與派福音單張，這可讓區
內街坊知道教會所在，能參加崇拜，
認識福音。



堂會+中心福音合作事工︰「繪本生命
樹」工作坊，教牧以繪本故事帶出福
音；社工以「快樂七式」分享如何加
強親子關係技巧。工作坊分四次舉
行︰17/10、24/10、21/11 及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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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讓
我們透過不同機會和途徑，接觸本區
婦女，分享基督信仰。



本部舉辦之「床邊關懷技巧工作坊」
已 於 5/11( 日 ) 探 訪 葵 涌 松 齡 護 養
院，當日聯同本會主愛堂弟兄姊妹以
遊戲、詩歌及個別傾談，把基督的愛

傳送給院舍的長者。另，本部將再度於 10/12(日)下午探訪此護養院，歡迎弟兄姊妹
參加，有意參加者，請向林楚儀執事報名。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14/11(二)於幼
稚園舉行兒童崇拜，再於堂會舉行家
長加油站–天然護手霜 DIY，出席家長
共 12 人。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10 至 11 月期
間，逢週二下午出席家長親子小組，
藉此認識家長，作福音預工。

中心消息


10/12(日)為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會員報名日，下午開放。請弟兄姊妹及 Awana 導
師們留意場地安排。

同工消息


吳玉燕幹事將 26/11(日)取放例假，27/11(一)照常當值。

總辦事處及神學院消息


信義宗神學院將於 24/11(五)舉行 104 周年院慶暨懇親日，時間及內容分別為早上
11:00–感恩聖餐崇拜、下午 5:30–參觀學院、師生表演及展覽、晚上 7:00–愛筵、
晚上 8:00–懇親感恩晚會，誠邀弟兄姊妹出席，支持神學院及神學生。



本會傳道牧養部為了讓本會領袖從受託觀念看信徒領袖與教會之間的關係，成為一位
與時並進的管家。已定於明年 1 月 20 日(六)舉行領袖日營，詳情如下︰
日期︰2018 年 1 月 20 日(六)，時間︰上午 10:00 至下午 5:00，地點︰紅磡 8 度海逸
酒店，名額︰100 人，收費︰$100。主題︰受託；內容︰培靈會(題目︰忠於主的託負)、
工作坊一(題目︰透析防治性騒擾政策)、工作坊二(題目︰提防教會跌入法律陷阱)。
報名及查詢，請與教牧同工聯絡。

2017 年 10 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日

期

崇拜人數(受 餐)

AWANA 兒童(受 餐)

總

人 數

01/10

62

36

98

08/10

76(63)

45(3)

121(66)

懸掛八號颱風訊號，主日崇拜取消

15/10
22/10

70(58)

31(2)

101(60)

29/10

61

36

97

恩澤堂 2017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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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na 報名收費)

$2,892.50
$26,000.00
$14,100.00
$1,000.00
$700.00
$11,300.00
$1,000.00
$550.00
$4,050.00
$0.00
$0.00
$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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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88.00
$1,876.90
$0.00
$9,516.60
$0.00
$5,602.70
$4,013.10

本月收入

$62,032.50

本月支出

$63,097.30

本月盈餘/(赤字)

($1,064.80)

恩澤堂 2017 年 9 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 動 負 債

基

$0.00

金

流 動 資 產
往來戶口

$788,420.22

儲蓄戶口

$108,330.43

現金

普通儲備

$470,839.73

發展儲備

$303,156.25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本月盈餘／(赤字)
累積盈餘／(赤字)

$128,819.47
($1,064.80)
$127,754.67

總負債及基金

$901,750.65

總資產

$5,000.00

$901,75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