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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惠琴牧師
恩澤報 12 月刊出版之日是將臨期第三主日，為期四主日的將臨期已進入第二階段，
表示慶祝耶穌降生人世的日子越來越近，預備迎接基督降臨的喜樂氣氛也越來越濃了！
聖誕節將會在一個多星期後到達，在大家的腦海中，會否浮現一首經典的聖誕歌︰
普世歡騰，救主下降，大地迎接君王；………
對基督徒來說，聖誕節是得蒙奇妙救恩的日子，對部份在聖誕節受洗的弟兄姊妹來說，
更具意義！
在堂會推行的閱讀計劃《聖誕之書》的序言中，編者引述馬丁路德驚嘆上帝對世人
施行的神蹟︰「為什麼全宇宙的主，竟這樣關心他們這些不免一死的人，以致取了我們
的肉身，分擔了我們的災難。上帝的俯就我們乃是最大的神蹟。」這正如《腓立比書》
二 6-8 所記載︰「他本有上帝的形像，不以自己與上帝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
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
十字架上。」這是何等奇異的恩典！
聖誕節是紀念上帝的獨生愛子耶穌紆尊降貴降世為人，活在人間。耶穌有神性，卻
沒有濫用自己的特權，反而以僕人的身份，謙卑、憐憫並服事有需要的人。祂親身體驗、
經歷人世間的苦與樂、喜與悲；體會世人的軟弱，明白世人沉淪罪中，不能自救的苦況！
祂甘願承擔世人的罪孽，以自己無罪生命，為有罪的你和我犧牲在十字架上，而且在死
後三天復活，成就上帝的救贖大恩！耶穌叫凡相信和接受祂為救主的人，罪得赦免，蒙
恩得救，更有永生的盼望！
讓我們這群得蒙上帝奇妙救恩的族裔，以喜樂的心恭迎救主。
願未認識救主的朋友，認識聖誕節的主角—救主耶穌，早日能領受
上帝為他們設下的救贖大恩，得蒙拯救！在慶祝聖誕節後的一週，
更願大家在除夕數算恩典聲中歡送 2017，喜迎 2018。享受上帝祝福
滿滿的生命。阿們。

願大家聖誕蒙恩‧新年蒙福！

《聖誕之書》閱讀計劃已接近尾聲，盼望參
與計劃的弟兄姊妹，對聖誕故事有新的發
現、再被主觸動，回應基督的大愛！
閱讀計劃除了每週邀得梁美英牧師逐章撰
寫讀後感，也邀請了幾位弟兄姊妹分享此書
的讀後感。願我們一同︰

「回歸聖言‧迎接聖誕」
唯獨向卑微的人顯現的君王

馬錦靈執事

耶穌降生對於卑微的人而言是一種安慰基督唯獨向他們顯現。基督的國藉著那些卑
微，但有信心的人得著建立。上帝使用一些卑微的人來成就祂拯救萬民的計劃。《聖誕
之書》中告訴我們馬利亞是一名卑微的女子，她不是大城市達官貴人的公主，而是小城
裡老百姓的一位女兒。她只是一名女僕，負責料理牲口及打掃房子等工作。 而約瑟亦只
是一名貧困的木匠，他身份低微。另外，在夜間看守羊群的牧羊人，亦是在擔當卑賤的
工作，他們是被社會遺忘的一群人。
然而，他們卻是首批知道及參與基督拯救工作的人。他們蒙上帝揀選使用！而他們
亦不負所託，他們以信心的行動配合上帝的計劃，並堅守上帝的道！我們在他們身上看
到信心的本質。他們的信心不是憑視覺和感覺，而只是緊靠上帝的道
被人輕看的，在上帝面前卻為大；人看為愚拙的，卻被上帝揀選。上帝的工作總是
這麽奇妙！基督的降生，帶來不一樣的世界！
林逸勉執事
文字的力量真是奇特，縱然是過百年的著作，但現今讀起來，感覺正在與作者溝通
一樣。《聖誕之書》於 1981 年已是第五版，但讀起來卻趣味盎然。
這本小小的袋裝書，方便攜帶，容易閱讀；但更重要是內容描述主耶
穌出世時的前後所發生的事情，閱讀時令人腦海浮現出一幕幕當時的
景象，栩栩如生，尤如置身其中。此外，作者對聖經一些難明的表達，
有精辟獨到的解釋，《聖誕之書》實在是一本值得推薦的好書！

重尋救恩滋味

陳惠琴牧師

在將臨期閱讀《聖誕之書》份外有意思！如書之簡介所言，馬丁路德以他卓越的才
能和與眾不同的註釋，讓讀者不單重溫耶穌降生的故事，更深體會上帝為世人預備救恩
的美意。藉路德對相關人物、事件的細膩描繪，分七幕陸續登場，一幕、一幕呈現上帝
施行的神蹟和救贖計劃，讓我深深感到上帝對祂所創造的人，付出無盡的大愛。祂體貼、
眷顧軟弱者的需要，憐憫孤單、無助者的渴求，喚起我重尋、回憶領受救恩時的感動和
滋味；提醒我要謹守崗位、回應上帝的呼召，承諾跟隨救主基督，遵行祂吩咐的大使命，
保持服事祂的初心！

整體消息


2018 年 1 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5/1(五)晚上 7:00 舉行，是次靈修分享︰杜麗燕執事。



2018 年度鮮花認獻表已張貼於禮堂壁報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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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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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 月行事曆：
24/12(日)下午 1:00

同 SING 頌讚耶穌降生 + 聯歡會

24/12(日)晚上 7:00

平安夜報佳音

25/12(一)上午 10:30

聖誕節暨聖洗禮崇拜

31/12(日)上午 10:30

感恩見證主日

崇拜消息


14/1(日)承蒙文靜嫻教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4/12(日)崇拜後舉行「同 SING 頌讚耶穌降生」 + 聯
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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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舉行聖誕節暨聖洗崇拜，讓我們齊來慶祝
救主降生，更見證並歡迎受洗加入恩澤家的屬靈生
命。



3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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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大家積極見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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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小組已於 26/11(日)舉行︰資訊科技，8 人出席；24/12(日)舉行感恩會。



長者團契已於 14/12(四)出外早茗，然後暢
遊觀塘海濱公園，連同工共 14 人出席，各
人均享受歡樂時光。



家庭團契已於 10/12(日)舉行生日會，連同
工共 10 人出席，下次將於 14/1(日)舉行，
編訂 2018 年上半年週目及推選新一屆團
長。特此，感謝團長何松齡弟兄兩年的服事。



31/12(日)上午 9:00 舉行部會，請各團契團
長/小組組長預留時間及準時出席。

栽培消息


每月第一主日崇拜後舉行「屬靈天地‧由靈開始」，3/12(日)由麥家良弟兄分享屬靈
書藉《睡覺也能榮耀神》。另，本部已購買多本新書，供弟兄姊妹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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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之書》閱讀計劃已進入尾聲，請完成閱讀計劃之弟兄姊妹，於聖誕節 25/12(一)
或之前交回閱讀卡，以便記錄。感謝梁美英牧師及弟兄姊妹於閱讀計劃期間，分享讀
後感，盼弟兄姊妹藉閱讀計劃對聖誕故事有新的發現、被主觸動，回應基督的愛！



堂會已於 12 月執事會通過本年聖誕節期受洗名單︰成人洗禮—關翠玉、張月蘭(黃錫
輝的母親)；兒童洗禮—楊恩齊(楊華倫夫婦之幼女)，保傅為陳麗萍姊妹。歡迎她們
加入恩澤大家庭，成為天父的兒女。請為她們的信心祈禱。



Awana 少年小組已於(3/12)第一次舉行，求主讓組員投入，更為導師的服事祈禱。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於 17/12 (日)舉行聖誕節慶祝會及 Awana Mini Store，請為
團隊之事奉禱告，求主加力。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學員將於 24/12(日) 崇拜中獻唱，近日已開始排練，當日會
邀請家長參加崇拜及崇拜後舉行的「同 SING 頌讚耶穌降生」聯歡會。



談天說地茶聚每月第一、三及四主日崇拜後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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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佈道已於 10/12(日)舉行，2 人出席。



堂會+中心福音合作事工︰「繪本生命樹」工作坊尚餘 19/12(二)一堂及家庭營。組員
相當投入分享，求主使我們能繼續接觸本區婦女，分享信仰。



「床邊關懷技巧工作坊」第二次實習探訪已
於(10/12)下午於葵芳區護養院舉行，連同工
共 6 人參加。盼能把基督的愛傳送給院舍的
長者。



將 軍 澳 幼 稚 園 事 工 ︰ 16/12( 六 ) 聯 歡 會 短
講、16/1/18 兒崇及家長加油站。



健 明 幼 兒 學 校 事 工 ︰ 12/12( 二 ) 家 訪 報 佳
音、22/12((五)聯歡會短講、6/1/18 老師團
契。

中心消息


7/1/2018(日)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進行打蜡工程，請弟兄姊妹於當日崇拜後，協
助將禮堂所有物件移入房間及收拾 Awana 活動室的桌椅。

總辦事處及神學院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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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青少年部將於 2018 年推行青年領袖培育計劃《信･異･行》。這計劃內容包括關
係建立、信徒裝備及服侍實踐。計劃初期會以短宣作關係、生命及使命的建立，並以
一個月最少一次的聚會來裝備並實踐為期一年的計劃。 1 月將舉辦第一炮活動「台
灣短宣服侍」。詳情請參閱海報或與教牧同工聯絡。



本會信徒培育部將於 2018 年 1 月至 8 月期間假循理會恩田堂舉行四次教牧及執事訓
練班，對象為教牧、長執及領袖，費用每講港幣 400 元。查詢詳情，請與教牧聯絡。



2018 信義宗神學院獻身營將於 2018 年 2 月 10 至 11 日舉行，是次主題為「歸･靈･Go」
，
內容︰專題講座、蒙召見證、教授約談、課程介紹、明陣靈修及小組分享，費用︰$200，
截止日期︰2018 年 1 月 31 日，報名︰https://goo.gl/forms/LqmZPJmHjrQsS92n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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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1

61

26

87

12/11

103

27

130

19/11

60

28

88

26/11

49(44)

34(2)

83(46)

----------------------------------------------------------------------------------------

恩澤堂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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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na 報名收費)

$2,398.00
$23,700.00
$9,350.00
$1,150.00
$700.00
$14,700.00
$12,700.00
$1,500.00
$1,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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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89.00
$340.80
$332.00
$1,071.70
$0.00
$3,637.30
$7,135.00

本月收入

$67,248.00

本月支出

$55,605.80

本月盈餘/(赤字)

$11,642.20

恩澤堂 2017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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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崇拜報名收費)

$2,980.50
$21,950.00
$10,560.00
$260.00
$800.00
$12,300.00
$12,350.00
$510.00
$5,010.00
$10.00
$0.00
$8,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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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89.00
$18,101.20
$0.00
$2,714.60
$0.00
$3,273.00
$3,780.00

本月收入

$74,850.50

本月支出

$70,957.80

本月盈餘/(赤字)

$3,892.70

恩澤堂 2017 年 11 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 動 負 債

基

$0.00

金

流 動 資 產
往來戶口

$803,955.12

儲蓄戶口

$108,330.43

現金

普通儲備

$469,839.73

發展儲備

$304,156.25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本月盈餘／(赤字)
累積盈餘／(赤字)

$139,396.87
$3,892.70
$143,289.57

總負債及基金

$917,285.55

總資產

$5,000.00

$917,28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