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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惠琴牧師
「凡事要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
以和平彼此聯繫，竭力保持聖靈所賜的合一。」以弗所書四章 2-3 節
恩澤堂定於 21/1 為合一主日，這是響應由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合一與教會關係委員
會及天主教香港教區基督徒合一委員會合辧於 1 月 18 至 25 日進行「基督徒合一祈禱週」
其中一項活動。「合一主日」之安排是與不同宗派或天主教會神職人員交換講壇。當日跟
堂會交換講壇的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主恩堂。
每年的 1 月 18 至 25 日是基督徒合一祈禱週，
這是一個普世性的基督徒運動，以治療不同基督宗
教教會間的分裂，促進各教會團體間的對話，及鼓
勵所有基督信徒彰顯「一主、一信、一洗」的含義。
此運動始於 1800 年代，是全球歷史最悠久，及最
廣為奉行的合一運動。
2018 年基督徒合一祈禱週各項活動，可參閱
右圖海報。本年的主題：「上主，你的右手大顯神
能」(出埃及記 15:6)。呼籲人與民族之間達致仁
愛和平。
節錄合辦機構及正教會香港及東南亞教區聯
合發表之呼籲文︰指出以色列人從埃及為奴之地
被神解救出來，不單是該民族的歷史，更是主耶穌
基督拯救世人，全人類從可怕的死亡朽壞奴役中獲
得救贖的先兆。然而，世人濫用自由，違抗神的旨
意，招致人類的墮落和朽壞，出現可怕的後果，就
如今天世上的暴力、道德敗壞、種族主義、偏執不
容、戰亂、社會不平等，全都印證了人墮落後的貧乏困境。

相信大家均認同呼籲文所描述的現況，甚至我們也認識一些正在面臨或承受著以上困
苦的人。這提醒所有基督徒切實要為各國、各族、各宗派、各社群、各人均能放下偏執、
私慾，以基督的愛，彼此包容，彼此接納，加強溝通，消除隔閡而切切向主祈求。願世界
多一份和平、仁愛，小一份紛爭、痛苦！
作為上主的子民，我們不但要為處於以上的惡劣困境中的人和事禱告，更求主賜我們
能如以弗所書四章 2-3 節︰凡事要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以和平彼此聯繫，
竭力保持聖靈所賜的合一。願我們以「合一」來見證主愛，叫更多人認識福音，得嚐主恩
的滋味，領受主的愛和恩典！阿們。

顯現期(Epiphany)原意就是顯現，就是上帝的顯明、顯現之意。上帝透過耶穌基督，顯
明自己給世人。「看見我的，就是看見差我來的那位。我就是來到世上的光，使凡信我的
不住在黑暗裡。」約 12：45-46
古教會定元月六日為顯現期的第一個主日。這也是教會年曆最早開始的節日。歷史學
家報導說，小亞細亞與埃及兩地的教會已在第二世紀開始守這個節日。在第三世紀時的羅
馬，元月六日原為異教徒慶祝「太陽神生日」，後來東方教會將其納入基督教的慶典中，
為「真光」進入世界，而成為基督教的顯現日。第四世紀東西方交通發達了，東方教會接
受了西方教會的方式，看十二月二十五日為聖誕節，而元月六日定為向邦人顯現之日。
顯現期具有三方面神學意義：
1. 是慶祝耶穌的道成肉身住在我們當中，同時幾位東方博士來
朝，上帝將祂的救恩顯示給普世萬民；
2. 是基督的受洗，「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
悅的。」(太 3：17）；
3. 是慶祝耶穌在迦拿所行的第一個神蹟－使水變酒，祂藉此將
自己的榮耀，顯給門徒看。
顯現期的主題
馬太福音二章 1-12 節，很清楚地指出耶穌是那位彌賽亞，
我們的救贖主，「我們在東方看見祂的星，特來拜祂。」「敬拜祂」是顯現日，人們對耶
穌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的行動表現，並且告訴世人，耶穌就是那位「和平的君王」，我
們所敬拜的對象。
顯現節是每年的元月六日，由於元月六日，可能不是主日，所以現今定元月二日至八
日中的主日為顯現日；而顯現期的長短是四個禮拜至九個禮拜之間，視復活節之安排而
定。此節期的主題為宣教和傳福音。

整體消息
 2018 年 1 月份執事會議已於 5/1(五)晚上 7:00 舉行，2 月份會議將於 1/2(四)晚上 7:00
舉行，是次會議一併舉行團年，靈修︰林逸勉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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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將臨期教會年的開始，堂會已開始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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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月至 2 月行事曆：
1/2(四)晚上 7:00

執事會議+團年

崇拜消息
 14/1( 日 ) 承 蒙 文 靜 嫻 教 師 蒞 臨 宣 講 聖
道，謹此致謝。
 21/1(日)承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主恩堂
劉麗詩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8/1(日)承蒙道聲出版社社長梁美英牧
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11/2(日)承蒙本會真理堂黃永智牧師蒞
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017 年度聖誕節期活動及崇拜已順利舉
行︰24/12 平安夜聯歡會+報佳音；25/12
聖誕感恩暨聖洗崇拜，當日為張月蘭、關
翠玉舉行成人聖洗禮，為楊恩齊舉行兒童
聖洗禮，歡迎她們加入恩澤堂。
 31/12/2017(日)已舉行感恩見證主日，當
日有十位弟兄姊妹見證分享主恩典，並頒
發紀念品予完成閱讀計劃的弟兄姊妹，及
頒發 Awana 兒童品格課程基礎導師訓練
及格證書予三位新導師。

團契消息
 長者團契已於 11/1(四)舉行，連同工 9
人出席；當日已推選李麗歡姊妹為新任
團長，願主賜福她的事奉。特此，感謝
陳桂芳姊妹多年來在團契中服事，願主
繼福她的事奉和家庭。
 弟兄小組已於 24/12(日)舉行感恩會，6
人出席；下次 28/1(日)編週會及推選新
組長。
 家庭團契已於 10/12(日)舉行生日會，

連同工共 10 人出席，下次團契將於 14/1(日)舉行，是次將編訂 2018 年上半年週目及
推選新一屆團長。特此，感謝何松齡弟兄兩年的服事。
 士師小組已於 28/12 舉行火煱小聚，求主祝福堂會的年青肢體，並預備導師關心及支
緩青年事工。
 團契部會已於 31/12(日)上午 9:00 舉行，當日除匯報各團契/小組之現況，也編定 2018
年祈禱會之負責人。

栽培消息
 每月第一主日崇拜後舉行「屬靈天地‧
由靈開始」，7/1(日)由楊少華姊妹分享
及推介兒童繪本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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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日)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學
員於崇拜中獻唱，當日邀請 Awana 家長
參加崇拜及崇拜後舉行的「同 SING 頌讚
耶穌降生」聯歡會，會後還跟堂會弟兄
姊妹一起出外報佳音。
 閱讀計劃《聖誕之書》已結束並於 31/12 頒發紀念品予完成閱讀計劃的弟兄姊妹。為
持續鼓勵大家多默想、背誦及勤讀聖言，讓靈命更新。本部計劃舉行「句句金句背誦
運動」，盼弟兄姊妹踴躍參與及支持，詳情容後公佈。
 談天說地茶聚自去年 11 月開始於每月第四主日增加一次；故此，每月第一、三及四主
日崇拜後均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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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日)舉行，共 5 位弟兄姊妹出隊，下次出隊日期︰4/2。積極鼓勵弟
兄姊妹參與派福音單張，讓區內街坊知
道教會所在，能參加崇拜，認識福音。
 2018 年第一季堂會+中心福音合作事
工︰「繪本生命樹」已於 9/1(二)開始。
工作坊由中心社工何姑娘分享「快樂七
式」及如何加強親子關係技巧，教牧則
以繪本故事帶出福音。工作坊分四次舉
行，分別為 9/1、23/1、13/2 及 27/2，
整個活動完結後將舉行家庭營，地點為
樹屋農莊；盼望能撒下福音種籽。求主
讓我們有更多機會，接觸本區婦女，分
享基督信仰。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16/1(二) 於幼稚園舉行兒童崇拜，再於堂會舉行家長加油站–年
糕製作。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6/1(六)老師團契，家長組將於 3 月開始。

同工消息
 陳惠琴牧師將於 21/1 外出講道，與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主恩堂交換講壇。

 吳玉燕幹事將於 14/1 補假、28/1 取放例假，29/1(一)補放公假，30/1(二)照常當值。
 實習神學生李敏儀姊妹將於 28/1 請假，當日需隨學院老師為神學教育主日作見證。

總辦事處及神學院消息
 為了讓本會信徒對信義宗教義有基本的認識，本會信徒培育部現鼓勵及津貼本會信徒
參加「信義宗教義精華班」，詳情如下：
日期：2 月 27 日至 4 月 24 日（逢周二，4 月 3 日為假期），時間：晚上 7:00－9:30
地點：信義樓五樓，對象：本會信徒（只限旁聽生），費用：$400（原價$800，若經
本會報名，信徒培育部津貼每位$400），內容：A、幫助學員在知識上對信義宗教義有
較清晰和基本的認識，藉以反省信仰。B、培養學員在情感上對自己所屬的教會更愛護、
更有歸屬感。C、鼓勵信義宗教會信徒在意志上更加身體力行傳承、宣講、教導信義宗
教會傳統及教義。主辦：信義宗神學院延伸課程部，截止：2 月 21 日（一）。報名及
查詢詳情，請與教牧同工聯絡。
 本會信徒培育部聖樂及禮儀工作小組將舉辦「聲樂訓練班」課程，詳情如下：
日期：3 月 2、9、16 及 23 日（逢周五，共四堂），時間︰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地
點︰信義樓五樓，內容︰介紹基本發聲技巧、呼吸法、鳴腔訓練及廣東話聖詩的處理，
對象︰本會聖樂事奉人員、崇拜主禮及對歌唱有興趣的弟兄姊妹，費用︰港幣 400 元
正，截止報名︰2 月 23 日。
 本會家庭關顧部將舉辦「Running Heart」活動，讓本會男女信徒認識及交流，詳情如
下：
日期：3 月 10 日（六），時間：下午 2 至 8 時，地點：本會恩頤居護養院及活靈堂，
內容：探訪長者、目標定向活動、分享交流、燒烤，對象：本會 40 歲以下的單身信徒，
名額：40 人，費用：每位$100，截止日期：3 月 1 日（四）
備注：1. 參加者須由堂會牧者推薦，並按總辦事處最後抽籤決定
2. 參加者須出席整個活動。
報名：請把報名表格連同支票寄「油麻地窩打老道 50A 信義樓 4 樓（家庭關顧部）」，
支票抬頭「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名額有限，以交妥表格及費用作實，不設預留。詳
情及查詢：www.elchk.org.hk，2388-5847 總辦事處王小姐。

2017 年 12 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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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人數(受 餐)

AWANA 兒童(受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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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2

59

35

94

10/12

58(52)

27(1)

85(53)

17/12

52

27

79

24/12

60(51)

23(2)

83(53)

25/12

81(51)

0

81(51)

31/12

50

元旦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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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澤堂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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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7.00
$18,280.00
$27,150.00
$3,500.00
$900.00
$28,850.00
$1,900.00
$6,050.00
$0.00
$0.00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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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24.00
$5,196.84
$0.00
$2,909.40
$300.00
$4,482.90
$39,081.00

本月收入

$90,698.09

本月支出

$132,894.14

本月盈餘/(赤字)

($42,196.05)

恩澤堂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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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757.98

儲蓄戶口

$108,331.52

現金

普通儲備

$469,339.73

發展儲備

$304,656.25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本月盈餘／(赤字)
累積盈餘／(赤字)

$143,289.57
($42,196.05)
$101,093.52

總負債及基金

$875,089.50

總資產

$5,000.00

$875,08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