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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主題 異 象：彼此 相 愛 ‧ 靈命更 新！

陳惠琴牧師

「我們是泥，你是陶匠；我們都是你
親手所造的。」以賽亞書 64︰8 下
本月恩澤報出版之日(10/6)及下主日(17/6)，由栽培部舉行「屬靈書籍漂書雙週」。
早前呼籲弟兄姊妹把曾閱讀或不再閱讀的屬靈書籍，帶回教會作漂書，讓弟兄姊妹在
這兩主日裡，自由選取有興趣閱讀的屬靈書藉，更可擁有它並帶它回家，細細閱讀。
推行「屬靈書籍漂書雙週」不單環保，更能擴闊大家的閱讀範疇；況且，閱讀除了增
廣知識，更可豐富並提升個人生命的素質。祈願閱讀屬靈書籍，能培育、滋養靈命，生命
得著陶造！
據以賽亞書 64:8 下的描述︰我們都是主親手所造的，祂親手陶造、培育，更打造成
為既獨特又喜悅的傑作，叫我們擁有燦爛、豐盛的人生！這令我想起幾年前，跟 Awana
導師退修時所分享的故事《一個美麗的茶壼》︰
「我曾經只是一塊紅色的黏土。一天，我的主人來，把我抓在手中，又壓又滾又拍
打。我向他抗議︰『放開我！』但他笑笑說︰『還沒完。』後來，他把我放在一個轉輪上，
突然，輪子飛轉起來，一圈又一圈，把我轉得頭昏腦脹！」
「我大叫︰『快停下來，我暈得受不了了！』但主人只是點點頭，說︰『還沒完。』
他把我從轉輪取下，放進烤爐。我從來沒有嚐過這麼熱的滋味。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
折磨我。我大喊，猛敲爐門，但從玻璃窗望出去，只見主人抿著嘴，搖搖頭，說︰『還沒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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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爐門打開，我鬆了一口氣。他把我放在架子上，我感到涼風徐徐，非常舒
服。『這樣好多了！』我嘆口氣道。沒想到，不久，他又把我拿去，在我身上抹抹塗塗，
那些顏料的味道很難聞，我真想吐。我叫道︰『不要！不要！』可是主人點點頭，重複那
句老話︰『還沒完。』
「我一不注意，又被他放進烤爐。這一回，溫度高了兩倍，把我熱得死去活來，我
想自己一定會窒息。我在爐裡一直求情、拜託、尖叫、哭喊。從玻璃窗口，我看見主人目
不轉睛地盯著我，嘴裡喃喃地說︰『還沒好。』」
「我再也受不了，心裡徹底絕望，打算完全放棄。但就在這個時候，爐門打開了。
主人把我拿出來，放在架上。一個小時之後，他拿一面鏡子來，讓我瞧瞧自己的模樣。我
簡直不能相信鏡子裡面的我！多麼漂亮啊！」
「主人對我說︰『我要你明白我的用心。我知道壓滾和拍打很不好受，可是如果我
撇下你不理，你不久就會乾掉。我知道轉輪會讓你頭昏腦脹，可是如果我停下來，你不久
就會剝落成一塊塊。我知道烤爐很傷你，可是如果沒有經過這一步，你不久就會龜裂。我
知道顏料的味道很難聞，但如果不把你塗抹，你就不會堅固起來，你的生命也沒有色彩。
如果我不把你再放入烤爐，你就無法保存，因為硬度無法持久。』」
「最後，主人欣慰地看著我︰『你現在已經完工
了。我開始拿揑你的時候，就希望你是這個樣子！』」
弟兄姊妹，生命的陶造，難免遇上波折，但使趨
向睿智，悟出真理。同樣，屬靈生命的陶造，更難免受
主磨練，我們更需要有受教、忍耐、信靠祂的心。相信，
只要我們順服在主手中，祂必陶造我們成為祂合用的器
皿，更能榮神益人。阿們！

2018 年 5 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日

期

崇拜人數(受 餐)

AWANA 兒童(受 餐)

06/05

56

28

84

13/05

63(55)

25(2)

88(57)

20/05

57(49)

28(2)

85(51)

27/05

72(60)

22(2)

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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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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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消息


感謝主！恩澤堂已聘得霍淑嫺教師為本堂傳道
同工，此召聘申請已於本會 28/5(一)召開之常務
委會中通過，霍教師已於 1/6(五)到任。歡迎霍
教師加入恩澤大家庭！



6 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13/6(三)晚上 7:15 舉行，
是次靈修分享︰林楚儀執事。



感謝主！8/7(日)為恩澤堂成立 16 週年堂慶。當
日邀得本會監督張振華牧師蒞臨宣講聖道及為
霍淑嫺教師舉行教師授職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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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港已進入風、雨季節，有關本堂活動在暴風、
暴雨警報下之安排如下：
一、 在活動舉行前兩小時內，若天文台發出黑
色暴雨警報或 8 號烈風訊號，所有活動 (包
括崇拜)將予取消。
二、 在活動舉行當日早上 8 時或之後，若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報或 8 號烈風訊號，
所有戶外活動，將予取消。
三、 在活動舉行當日早上 8 時或之後，若天文台發出紅色暴雨警報或 3 號烈風訊號，
所有幼、少及耆年活動，將予取消。



2018 年 6 月至 2018 年 7 月行事曆：
17-18/6(日)下午 2:00
24/6(日) 早上 10︰30
8/7(日)早上 10:30

「同行接待」生活營
2017-2018 年度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結業禮
16 周年堂慶感恩聖餐崇拜暨教師授職禮

崇拜消息


24/6(日)承蒙本會主愛堂羅群英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8/7(日)承蒙本會監督張振華牧師蒞臨
宣講聖道及主禮教師授職禮，謹此致謝。



15/7(日)承蒙文靜嫻教師蒞臨宣講聖
道，謹此致謝。



本堂神學生李敏儀姊妹已完成第一年的
神學學習及堂會實習。堂會已於 27/5
主日崇拜中為姊妹舉行祝福差遣禮。求
主繼續保守姊妹未來的學習和實習，更
賜福她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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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日)為恩澤堂 16 周年堂慶，主題︰感恩有祢和你。當日舉行感恩崇拜暨教師授職
禮。由本會監督張振華牧師主禮。當日也有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學員及迦勒團契
團友獻唱，並舉行愛筵，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另，是次堂慶籌備委員︰召集人—
劉素貞執事，成員︰楊少華姊妹及吳希汶姊妹，感謝她們的悉心籌劃。

團契消息


迦勒團契已於 17/5(四)於單車館公
園舉行，散步、唱詩、拍照及午茗。



家庭團契已於 13/5(日)舉行︰欣賞
福音 DVD、彼此分享、代禱！連同工
共 12 人出席。6 月聚會於 10/6(日)
舉行︰生日週，劉素貞姊妹負責。



弟兄小組已於 27/5(日)舉行，題
目︰靈修分享，麥家良弟兄負責，6
人出席；下次聚會日期 24/6(日)題
目︰工作及生活體驗，林逸勉弟兄
負責。



士師小組+Godone Group 於 29/5(二)
聚餐，共 7 人出席。



團契部部員同樂日已於 22/5(二)於
南丫島索罟灣舉行，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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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日)由麥家良弟兄分享及推介書籍《照顧父母︰59 分》。另，
本部已購買多本新書，如欲借閱書籍，請在設於禮堂一門外的圖書櫃，自行借閱。



「屬靈書籍漂書雙週」於 10/6 及 17/6 崇拜後舉行，此期間會友可自由取走作漂書的
書籍。17/6 後仍留下來的書籍，將由教會處置。如捐出圖書者想取回未被取走的圖書，
需在書面寫上姓名，方便日後交還。



「句句金句背誦運動」己於 25/2 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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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將於 24/6(日)舉行 Awana Store(積分兌換禮物日)，學生可
將平日在學習、參與活動時所得的嘉許積分累積起來，於當日兌換心愛的禮物。籍此
更鼓勵學員積極參與及投入學習。另，當日將於課堂舉行結業禮暨頒獎禮。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學員將於 8/7(日)堂慶感恩活動中獻唱，並邀請學員的父母
親出席崇拜。



感謝主！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新年度(2018-19)名額已滿，求主加靈賜力予籌備團
隊，叫各人在學習與事奉過程中能與主更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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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正查考《詩篇》，歡迎長者肢體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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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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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消息


社區佈道每月第一主日早上 9:30 舉行， 3/6(日) 連同工共有 4 位弟兄姊妹出隊，下
次出隊日期︰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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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會+中心福音合作事工–「有營
S-Fruits 餐廳」活動，以聖靈所結果
子為題，跟組員多作基督信仰分享。
此活動已於 25/5 及 1/6 舉行兩次工作
坊，尚餘三活動︰15/6 於道風山舉行
日營，22/6 總結分享及 12/7 晚上舉
行親子活動。懇請弟兄姊妹為福音事
工能順利開展祈禱，更求主賜多些義
工，在活動中認識組員，分享生命見
證！



本部將於 17-18/6(星期日至星期一)
假長洲舉行「同行接待」生活營，求
主賜合宜的天氣，讓團員能在大自然
中，更親近上帝，尋回恩典的步伐。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29/5(二)兒童
崇拜及於堂會舉行家長加油站–TKO
Cafe。30/6(六)下午舉行畢業禮。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12/6(二)舉行
家長組︰講座。3-6/7 上午舉行暑期
聖經班。

總辦事處及神學院消息


本會家庭關顧部婦女團契聯會將於 6 月 20 日(三)上午 10:00 至下午 2:30 於本會天恩
堂副堂舉行「讚美操–匯聚日 2018」，活動主題為–重新得力，內容有敬拜讚美、信
息分享、各堂獻跳等，費用全免，報名請與同工聯絡。



本會青少年部將於 7 月舉辦「中學生營會」。詳情如下：
日期：7 月 30 至 8 月 2 日（一至四），主題：Cross Player，地點：烏溪沙青年新
村，內容：首次以 RPG（Role Play Game)形式進行，藉著角色扮演及群體合作去經
歷蛻變的生命旅程。參加者需帶備有流動數據的智能手機。對象：本會升中二至中六
的學生，名額：50 人，費用：$600（4 月 30 日前報名早鳥優惠價$500），截止日期：
6 月 23 日（六）。查詢及報名，請聯絡教牧同工。



本會青少年部將於 7 月舉辦「信義智醒新世代」少年夏令營，詳情如下：
日期：7 月 23 日至 25 日（週一至三），主題：得人鍾意，內容：培養學童良好品
格，提升抗逆力、建立正確觀念，地點：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截止日期：6 月
23 日（六），或額滿即止。
（一）少年參加者
對象：升小四至升中一的學生，名額：90 人，營費：$400
（二）營會導師
對象：中學或以上的基督徒，名額：10 人，營費：$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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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澤堂 2018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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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9.40
$25,710.00
$13,530.00
$500.00
$900.00
$16,200.00
$11,300.00
$5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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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收入

$73,149.40 本月支出
本月盈餘/(赤字)

$43,540.00
$3,124.80
$0.00
$1,155.10
$350.70
$3,675.90
$3,188.00

$55,034.50
$18,114.90

恩澤堂 2018 年 4 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 動 負 債

基

$0.00 流 動 資 產

金

往來戶口

$871,775.78

儲蓄戶口

$108,331.52

現金

普通儲備

$568,433.25

發展儲備

$306,656.25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本月盈餘／(赤字)
累積盈餘／(赤字)

$91,902.90
$18,114.90
$110,017.80

總負債及基金

$985,1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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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985,10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