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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惠琴牧師
本月恩澤報出版之日(11/2)，離農曆新年還有四天，在此先向大家預早拜年，祝願大
家︰新年蒙福！靈命健壯！身體健康！主恩滿溢！心滿意足！笑口常開！……
上主日(4/2)是立春，按中國曆法，立春就正式踏入戊戌年。今年戊戌年的生肖屬狗。
在十二生肖之中，狗應該是最親民，也算是最早與人類一起生活的動物，狗除了被稱為人
類的好朋友，更是竉物界的冠軍。每逢週末或假期，在大大小小的公園或較空曠的地方，
都可以見到愛狗人仕，帶著牠們出來走動，這些不同品種的狗兒所受到的竉愛、待遇甚至
比人更尊貴！
狗如此得竉，其中的原因，相信是牠們對主人那份百份百的忠心，狗只聽命於主人，
也只會為主人效命。在狗的心目中只有一個主人，無論主人是好人、壞人，是窮人還是富
翁，狗都會忠心耿耿地守候，並跟隨牠們的主人，從不變節！
除了忠心之外，狗具有敏銳的聽覺和嗅覺，可以成為人類生活上的好幫手，牠們會擔
任看守、保護的職責。若牠們再經過專業特訓後︰可以成為「狗醫生」為抑鬱病患者帶來
安慰；成為「導盲犬」可導引失明人仕走路；成為「牧羊犬」可協助牧羊人看守、保護羊
群，免被狼群的侵襲；更可成為「警犬」或「緝毒犬」協助警方執行任務，除暴安良！
以上乃個人對狗兒的粗淺的分享，只想
在戊戌狗年應應景、談談笑！更願我們在新
的一年裡，對深愛我們的主盡忠，敏銳祂對
我們的旨意，聽從祂的話語，遵行祂的吩咐。
叫更多人從我們身上見到基督，領受祂的愛
和恩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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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聖壇的擺設除了燃點配合節期的紫色蠟燭外，聖壇鮮花不選用色彩繽紛的花材，
改插素色的鮮花及葉子，以表示哀悼、懺悔、清心、簡樸。立聖餐日及受難日就不點蠟燭
(將另設禮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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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安選唱《願你平安》頌主#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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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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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不以頌唱形式，會眾《三疉阿們》頌主#593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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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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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定於五月二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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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聖靈降臨節學道班，將由 18/3-6/5 期間，逢星期日下午 2 時至 4 時正舉行，
課程安排如下：
日期
11/3
18/3
25/3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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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本會信仰 II
22/4 受託—事奉與奉獻
退修日期：暫定 6/5
(2 至 6 時，戶外舉行)

報名表格，可向教牧同工索取---總負責同工：陳惠琴牧師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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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1

52

29

81

14/01

72(62)

30(2)

102(64)

21/01

70

29

99

28/01

63(54)

36(3)

99(57)

整體消息


2 月份執事會已於 1/2(四)一併舉行會議及團拜。3 月份會議將於 16/3(五)晚上 7:00
舉行，靈修分享是林逸勉執事。



2017-2018 年度第二次教友週年大會將於 4/3(日)下午 12:30 舉行，當日聽取及通過
2017 年財政結算、核數報告，審議「3 年工作計畫」（2018-2020 年），并商討 2018
年財政預算，以及選舉 2018 年核數員。會議通告及議程於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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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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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 月至 3 月行事曆：
11/2(日) 下午 1:00

「樂聚‧愛嚐」盆菜宴

18/2(日) 上午 10:30

新春崇拜

4/3(日) 下午 12:30

第二次教友週年大會

崇拜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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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日)承蒙王國江校長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4/3(日)承蒙張寶珠老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11/3(日)承蒙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紅磡堂榮譽顧問梁銘牧師，謹此致謝。
 14/2(三)為聖灰日，踏入預苦期；18/2(日)為預苦期第一主日，由於當日為農曆戊戌
年年初三，故堂會改為舉行新春崇拜。

團契消息







11/2(日)全教會祈禱會暫停一次，配合拓展部於崇拜
後舉行「樂聚‧愛嚐」盆菜宴。
長者團契已於 18/1(四)推選李麗歡姊妹為團長，並改
名為迦勒團契；求主讓團契在新團長領導下，如迦勒
一樣︰越年長、越有活力！另，迦勒團契已於 8/2(四)
舉行戶外活動+團年，連同工共 11 人出席；下次團契
8/3(四)舉行團拜—開年飯。
家庭團契已於 14/1(日)崇拜後舉行，12 人出席，當日
編排 2018 年全年週會，並推選團契各項職事︰團長—
葉秀雲姊妹、副團長—吳慧賢姊妹及財政—陳昌明弟
兄。求主賜福三位事奉「新力軍」。感謝去屆團長何
松齡弟兄的事奉，願主親自報答弟兄的辛勞！
弟兄小組已於 28/1(日)舉行，6 人出席，當日編排 2018
年上半年週會並推選何利源弟兄為組長，感謝上屆組長陳兆峰弟兄的事奉，願主親自
報答弟兄的辛勞！




部會已於 31/12(日)崇拜前舉行，當日已編本年祈禱會的負責組長；
並計劃於 25/2(年初十)舉行新舊團長/組長團拜的戶外活動。
本部計劃由 24/3(六)開始，每月第四週六晚上 7:00 舉行「Lady’s
Talk About God」，聚會對象及內容，詳見宣傳海報。

栽培消息
 每月第一主日崇拜後舉行「屬靈天地‧由靈開始」，4/2 (日)由張雅雯執事介紹靈修
書籍《共融靈旅》。另，本部已購買多本新書，供弟兄姊妹借閱。
 為鼓勵弟兄姊妹於預苦期間(四十天)閱讀《共融靈旅》靈修，凡透過堂會購買此書者，
均可以 HK$50.00 超特惠價購得(此書原價 HK$88.00)。有意購買的弟兄姊妹，請聯絡張
雅雯執事或同工。另，本部將推出「句句金句背誦運動」，內容稍後公佈。
 由 1 月開始，神學生李敏儀姊妹每月第三主日崇拜跟 Awana 導師舉行靈修分享，讓導
師們在繁忙的事奉後，能安靜在主裡，跟主親近。
 Awana 導師會議已於 4/2(日)崇拜後舉行。
 近日流感病毒肆虐，教育局根據衞生防護中心的建議已宣佈幼稚園、幼兒中心、小學
及特殊學校由 2 月 8 日起停課，至學校原定的農曆新年假期為止。香港 Awana 也建議
各營隊按教育局指引停課。因此，經詳細考慮，恩澤堂的 Awana 營隊也即日起停課。
各位原定事奉崗位也暫停。而復課日期則另行安排。再次多謝各導師們對 Awana 的事
奉及支持。
 談天說地茶聚每月第一、三及四主日崇拜後均舉行，歡迎慕道及初信朋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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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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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長者查經於農
曆新年期間暫停至 15/3(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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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年初七)
將舉行戶外週年活動。

拓展消息
 社區佈道已於 4/2(日)在寒冷的早上舉行，共 5 位弟兄姊妹出隊，下次出隊日期︰4/3。
積極鼓勵大家參與派福音單張，讓區內街坊知道教會所在，能參加崇拜，認識福音。
 堂會+中心福音合作事工︰「繪本生命
樹」工作坊已完成了兩堂，尚餘 13/2 及
27/2 兩堂及家庭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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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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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金魚年糕及利是魚掛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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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三)、23/2(五)、28/2(三)及 1/3(四)取放年假共 4 天。

中心消息


16/2 至 22/2 為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農曆新年假期，中心暫停開放，23/2(五)
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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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青少年部將於 2018 年 3 月開始舉行「青年敬拜分享會」，詳情如下︰
日期︰3 月 3 日、4 月 7 日、5 月 5 日、6 月 2 日、7 月 7 日及 8 月 4 日(每月首個周六)，
時間︰晚上 7:30-9:30，地點︰信義樓五樓，目的︰藉敬拜親近神，以分享連繫人，匯
聚信義青年唱詩讚頌上帝，藉音樂表逹對上帝深恩的回應，分享聖道，互相鼓勵，彼
此代禱，費用︰全免及毋須報名，查詢︰總辦事處羅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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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為著回應大使命，裝備門徒，為主得人。本會海外宣教部定四月至五月舉辦「差
傳與門徒訓練」小組長(基礎班)六課。詳情如下︰
日期︰4 月 13、20、27 日及 5 月 4、11、18 日，時間︰晚上 7 時至 9 時，地點︰信義
樓五樓，目的︰透過課堂教導及小組引導，幫助學員從作主門徒到訓練門徒，實踐大
使命，參加資格︰已受洗基督徒三年或以上，曾參與或現參與堂會事奉的會友，費用︰
每位港 600 元(在截止日期前報名或曾參加過本部舉辦短宣，包括遞交報名表連資料，
可享有減收費$100)，名額︰25 名(每堂會最多三位)，截止日期︰3 月 15 日。查詢及
報名，請與教牧同工聯絡。
 本會海外宣教部分別於 5 月至 11 月期間主辦多個短宣體驗團，詳情請參閱宣傳海報
或瀏覽本會網頁︰www.elchk.org.hk

外會消息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定於 3 月 10 日(星期六)假禮賢會灣仔堂舉行「2018 世界公禱日崇
拜」–上主創造全是美好，講員︰何建宗教授，詩班︰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詩班。鼓勵
弟兄姊妹踴躍參加，讓我們藉禱告同心為世界向上主祈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