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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主題 異 象：彼此 相 愛 ‧ 靈命更 新！
馬錦靈執事
執筆之時，正是本年度第二次週年教友大會舉行之翌日，腦海中所浮現的，也是教會
的三年計劃及大家的臉孔。
轉眼間，恩澤堂遷入將軍澳也十五年了。過去的日子，我們也曾構思及推行不少計劃
及聖工，以傳揚福音、建立教會、造就生命。事實上，所有計劃及事工的核心也離不開「愛
神、愛人」這個上帝教導的總綱。撒母耳曾勸勉掃羅王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
如喜悅人聽從祂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撒上 15:22）。因此，
我們看造就弟兄姊妹生命的素質，遠比事工本身更為重要。在教會的三年計劃中，我們希
望能藉著強化團契生活，再配以崇拜及栽培項目，營造更多生命分享及彼此建立的氣氛，
讓我們能常常與主聯合，猶如枝子與葡萄樹緊緊連結一樣，使我們能時刻按上帝的心意而
行，愛神愛人，與肢體彼此相愛、相互造就。
以弗所書教導我們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5：16)，也鼓勵我們不要作糊
塗人，而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如何(5：17)。我們要愛惜光陰，因為白晝將盡，主快來臨，
可作工的時間不多了。合上眼睛，靜心想想，我們身邊有多少未接受福音的家人/朋友/同
事？將軍澳這個廣大的禾場，又有多少未聽聞福音的人？我們應把握時間，將上帝豐盛的
恩典傳揚。彼得前書告訴我們「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5:8)。
魔鬼樂見我們彼此紛爭、猜疑、批評、攻擊；並用盡它各種的詭計阻止我們彼此相愛、靈
內合一、作主喜悅的事。
恩澤堂是我們的家，我們各人也是恩澤堂
不可或缺的。縱然我們每人也有不同的性格、
長處及缺點；我們可以和而不同、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今天，縱使恩澤堂在人力及
財政等資源上有所缺乏，但我們所需做的，便
是如「五餅二魚」神蹟中的小孩一樣，將自己
僅有的獻上，以供上帝使用，上帝必會為我們
成就大事，並使我們充足有餘。
「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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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25/3
8/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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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本會信仰 II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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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日

期

崇拜人數(受 餐)

AWANA 兒童(受 餐)

04/02

53

27

80

11/02

72(66)

0

72(66)

18/02

43

0

43

25/02

65(59)

19(1)

84(60)

「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3︰35

總

人 數

整體消息


2017-2018 年度第二次教友週年大會已於 4/3 主日崇拜後順利舉行，當日聽取及通過
2017 年財政結算、核數報告、「3 年堂務計畫」（2018-2020）及 2018 年財政預算，
並選出盧慧欣姊妹為本年度核數員，跟曾麗嬋姊妹為本年度財務核數。感謝李麗歡姊
妹在過兩年擔任核數員，願主親自報答姊妹的辛勞！



3 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22/3(四)晚上 7:00 舉行，靈修分享為林逸勉執事。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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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4 月行事曆：
29/3(四)晚上 8:00

立聖餐日聯合崇拜–地點︰本會主愛堂

30/3(五)早上 10:00

受難日靜思默想–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校園

1/4(日) 早上 10︰30

復活節聖餐崇拜、Awana 復活節慶祝活動

崇拜消息


11/3(日)承蒙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紅磡堂榮譽顧問梁銘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18/3(日)承蒙霍淑嫺教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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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日)承蒙挪威差會中國代表張雅各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5/3(日)為棕枝主日，也是聖週的開始，堂會
預備了一系列聖週活動，鼓勵弟兄姊妹按時參
與，在預苦期間多親近主，體會主犧牲的愛。
聖週活動及復活節感恩崇拜安排如下︰
一、 29/3(四)立聖餐日聯合崇拜︰「愛的教
育」，由本會九龍東 4 間堂會聯合舉辦。
崇拜地點︰本會主愛堂(新蒲崗大有街 3
號萬迪廣場 12 樓 J-K 室)，時間︰晚上八
時正。誠邀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二、 30/3(五)受難日靜思默想，地點︰香港中
文大學校園，集合地點︰大學火車站，時
間︰早上十時正。誠邀弟兄姊妹在救主為
我們犧牲受苦的日子，一同記念、默想，
藉淺嚐耶穌昔日所受的傷痛，自省反思。
三、 1/4(日)於堂會舉行復活節聖餐崇拜，一
同慶祝救主復活。

「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3︰35

團契消息






家庭團契於 11/3(日)崇拜後舉行查經，
由葉秀雲+陳牧師負責人；下月 8/4(日)
主題︰詩歌、好書及見証分享，請團友
將預備的分享資料(若有)交劉素貞姊
妹，以便編排。
弟兄小組已於 25/2(日)舉行團拜，7 人
出席；下次 25/3(日)小組主題︰環宇風
情。
長者團契已於 8/3(四)舉行開年飯–火
鍋，共 11 人出席。

栽培消息


每月第一主日崇拜後舉行「屬靈天地‧由靈開始」，因 4/3 (日)崇拜後隨即舉行教友
大會暫停一次。另，本部已購買多本新書，供弟兄姊妹借閱。



本部已於 25/2(日)開始舉行「句句金句背誦運動」，每週背誦一節聖經，經文附印於
每週禱文紙的末端，誠邀弟兄姊妹參加，讓聖言常存心中，滋養靈命。背誦形式稍後
公佈。



20/5(日)為聖靈降臨節，當日將舉行聖洗禮。凡在本堂穩定參加崇拜或團契/小組之
慕道朋友及主內弟兄姊妹，若有意申請，可報名參加由 18/3-6/5 期間舉行的學道班，
若在時間上需要調較，可跟同工洽商。詳情及課程安排，可參閱本月刊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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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於 11/3(日)假單車公園舉行戶外遊戲日，求主賜合宜的天
氣，讓大家能在大自然中，舒暢身心，更從遊戲中學習並建立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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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查經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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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年初七)已於
啟德郵輪碼頭舉行週年戶外活動。

拓展消息


社區佈道每月第一主日早上 9:30 舉行， 4/3(日) 連同工共有 6 位弟兄姊妹出隊，下
次出隊日期︰1/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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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舉辦之「樂聚‧愛嚐」盆菜宴已於 11/2(日)崇拜後於本堂順利舉行，當日成人及
兒童共 67 人參加。

「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3︰35



堂會+中心福音合作事工︰「繪本生命樹」工作坊，已於 27/2(二)完成，平均出席率
達九成；家庭營將於 18/3 舉行假樹屋農莊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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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五)舉行復活慶祝活動。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27/3(二)家長月會，28/3(三)舉行復活節慶祝活動。

中心消息


17/3(六)為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報名日。

總辦事處及神學院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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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家庭關顧部將舉辦「甜蜜蜜關係積木――婚前培育課程」，讓計劃兩年內結婚的
弟兄姊妹在踏入紅地毯之前有更好的學習，促進彼此溝通，預備建立和諧的婚姻關
係，詳情如下：
日期：6 月 6,13,20,27 日（週三，四堂），時間：晚上 7:30-9:30，地點：信義樓
五樓禮堂，講員：白志慧姑娘（王賽明快樂家庭培育中心社工）內容：認識「關係積
木」的基本概念、透視培育婚姻關係的九個重要元素及以聖經真理作基礎，鞏固家庭
價值，名額：16 人（八對），每對收費：$600，截止日期：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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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消息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傳道部婦女組將於 4 月 14 日(六)下午 2:30-4:30，假中華期督教
會協和小學(長沙灣)禮堂舉辦「幸福家庭解碼」，內容環繞「婆媳關係」及「兒女管
教」引起的夫婦衝突，歡迎成年男女/夫婦報名參加，費用每位港幣五十元正。詳情

「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3︰35

請參閱宣傳海報。

恩澤堂 201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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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5.40
$21,710.00
$18,750.00
$100.00
$500.00
$7,500.00
$2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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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4.00
$0.00
$121.00
$0.00
$3,101.00
$3,019.80

本月收入

$75,245.40

本月支出

$55,524.80

本月盈餘/(赤字)

$19,720.60

恩澤堂 2018 年 1 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 動 負 債

基

$0.00

金
$569,933.25

發展儲備

$305,156.25

總負債及基金

往來戶口

$781,478.58

儲蓄戶口

$108,331.52

現金

普通儲備

本月盈餘／(赤字)

流 動 資 產

$5,000.00

$19,720.60

$894,810.10

總資產

「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3︰35

$894,8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