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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主題異象：彼此相愛‧靈命更新！ 

    
                                                  

陳惠琴牧師 

敬拜與事奉，是我們這群蒙恩得救的族裔

回應創造、救贖我們的主的行動，這不單是主所

喜悅，更是我們應當做的事。每主日當我們懷著

感恩的心返教會參加崇拜、敬拜上主時，除了能

與上主建立良好關係之外，更可以跟主內弟兄姊

妹相見、問安、團契，彼此建立生命。就如

2018-2020 三年堂務計劃的主題異象︰彼此相

愛‧靈命更新！ 

敬拜上主是昔日耶和華向祂的子民頒布十誡中的第四條誡命︰當守安息日為聖日。

耶和華頒布十誡的原意，是要讓子民透過遵守誡命，能持續領受祂應許要賜給子民的福。

就以遵守第四誡為例，當人們越多親近上主，就會越經歷、領悟到祂的愛和恩典，也越明

白祂心意。主的心意是什麼？當然是要賜福給祂所創造的人吧！這就是在主日崇拜結束

時，主禮在差遣禮時說︰平平安安地回去，彼此相愛，服事鄰舍，榮耀基督。這叫我們以

愛為主作見證，叫未認識、未聽聞福音的人，透過我們的生命，見到救主基督，因而知道

主恩，繼而領受主愛！ 

履行主耶穌所吩咐的大使命，是我們回應祂的愛和恩典的行動之一。回應主的行動

有很多不同形式，我們統稱為事奉。每主日的崇拜中，我們必定聽到一節經文，勸勉我們

事奉上主。那就是在回應禮的奉獻環節，在奉獻前，主禮會用使徒保羅的教導激勵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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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羅馬書》十二章 1 節︰「所以，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

活祭，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會眾回應︰阿門。

這實在是應當的。盼望我們先從口裏確認，然後付諸行動，回應上主，作應當作的事！ 

還記得主耶穌受魔鬼試探時，祂拒絶向魔鬼下拜，更特別強調「要拜主—你的上帝，

惟獨事奉他。」《馬太福音》四章 10 節下。若再以《羅馬書》十二章 1 節的現代中文譯

本，那就更清晰了︰「所以，弟兄們，上帝既然這樣憐恤我們，我勸你們把自己當作活活

的祭物獻給上帝，專心事奉祂，得到祂的喜歡。這就是你們應該獻上的真實的敬拜。」弟

兄姊妹，讓我們盡心、盡力獻上所有，來回應上主，作真實的敬拜。若沒主的創造和救贖

主，那有今日的我們呢？ 

敬拜與事奉是分不開的，也是同一個字；英文 Service 可解釋為「事奉」或「服務」，

也可解釋為「敬拜」，就如主日崇拜，就是英文的 Sunday service。 

所以，讓我們切實回應、履行主的吩咐。奉主差遣去！使更多人作主的門徒，成為

三一真神的兒女。更願我們彼此相愛，彼此服事，發揮主所賜的不同恩賜，事奉教會，同

心建立基督的身體—恩澤堂，成為照亮人生命的燈台，將光明帶給處於黑暗的人，將溫暖

帶進冷漠的世代。願以一首詩歌︰《以愛奉獻》跟大家互勉︰。 

敬拜與事奉，為神心意要一致，歌聲飄遠，為証主恩可永添， 

過去與現在，未嫌天冷怕路遠，攜手去，同宣告，神大愛萬遍！ 

樂意將愛奉獻，甘心化作活祭；求突破路途上，衝開綑綁掛牽， 

皆因有你勵勉，定能跨過每天。用信心去實踐，主的教誨未變； 

縱有天或疲倦，都得保守引牽；一生以愛奉獻，屬神的心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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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整 體體體 消消消 息息息    
 8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17/8(四)晚上 7:15 舉行，是次會議

靈修分享︰張雅雯執事。  

 感謝主！霍淑嫺教師之教師授職禮已於 8/7 主日崇拜中

舉行，由本會監督張振華牧師主禮。 

 2018-2019年度(二十七屆)教友週年大會將於 9/9(日)崇

拜後隨即舉行，是次會議將選出新一屆執事。凡本堂會

友務必出席，歡迎關心本堂發展之弟兄姊妹列席；教友

大會會議通告、議程及年報將分別於 8 月下旬及 9 月上

旬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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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至 2018 年 9月行事曆： 

12/8(日)崇拜後 祈禱會 

9/9(日)崇拜後 2018-2019年度(二十七屆)教友週年大會 

30/9(日)崇拜後 團契部會議 

崇崇崇 拜拜拜 消消消 息息息       
 9/9(日)承蒙本會青衣靈匠堂周琼顏牧

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16/9(日)承蒙李錦棠校長蒞臨宣講聖
道，謹此致謝。 

 恩澤堂 16 周年堂慶已於 8/7(日)舉
行，並邀得本會監督張振華牧師蒞臨主
禮教師授職禮及宣講聖道。當日有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學員獻跳讚美
操及迦勒團契團友獻唱，並舉行愛筵。
感謝堂慶各位籌委為堂慶活動付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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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努力。 

 為回應堂慶主題︰「感恩有祢和你」而設的感恩牆，已完成收集正能量的任務，籌委
已將弟兄姊妹欣賞各人的鼓勵、欣賞卡收集整理，請於招待處認領，作打氣和紀念！ 

 本部近期試在大琴房設轉播，讓在崇拜時需要照顧幼小兒童的家長及弟兄姊妹使用。 

團團團 契契契 消消消 息息息    
 全教會祈禱會每月第二主日崇拜後舉行，誠邀肢體踴躍出席，為堂會及肢體祈禱。 

 12/8家庭團契於崇拜後舉行︰查經，陳玉娟姊妹負責。9月份團契因舉行教友大會暫
停一次。 

 弟兄小組已於 29/7(日)舉行並編 2018 年下半年週目，連同工共 7 人出席。下次聚會
日期 26/8(日)，霍教師負責。 

 迦勒團契仍在暑假中，13/9(四)將重
開，請團友留意。 

 Lady’s Talk 每月第四星期六晚上舉
行，23/6、28/7 已舉行兩次聚會，第三
次聚會因同工及部份組員需參加總會舉
辧之執事訓練班，故提早於 11/8舉行。
求主使用小組，讓姊妹們多在靈裡分
享，更與主建立良好關係。 

栽栽栽 培培培 消消消 息息息    
 每月第一主日崇拜後舉行「屬靈天地‧由靈開始」，8 月份延至 12/8 (日)由霍淑嫺

教師負責。本部於書展已購買多本新書，如欲借閱書籍，請在設於禮堂一門外的圖書
櫃自行借閱。 

 「句句金句背誦運動」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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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信仰。 

 為鼓勵及感謝 Awana 事奉團隊在過去學年的忠心事奉，本部已於 5/8(日) 舉行導師及
講員嘉許禮，並將於 2/9(日)舉行 Awana 團隊感恩宴。求主加靈賜力，讓各人在事奉
中經歷從主而來的喜樂！ 

 Awana兒童品格培育課程仍在暑假中，新
年度(2018-2019)課程將於 16/9(日)開
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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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暑假期間，本
部於崇拜聖道禮時段，安排兒童活動，由
霍教師、馬錦靈執事負責，請各家長鼓勵
子女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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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茂坪婦女查經隔週三上午 10:30舉行，7-8月暫停，9 月中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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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拓拓 展展展 消消消 息息息    
 社區佈道每月第一主日早上 9:30舉行， 5/8(日) 連同工共有 3位弟兄姊妹出隊，下

次出隊日期︰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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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25/8(六)老師團契。 

同同同 工工工 消消消 息息息    
陳惠琴牧師將於 23-24/8(四至五)取年假共兩天。 

霍淑嫺教師將於 11-13/9(二至四)請假三天。 

中中中 心心心 消消消 息息息    
 15/9(六)晚上為中心 10-12 月活動報名日。 

總總總 辦辦辦 事事事 處處處 及及及 神神神 學學學 院院院 消消消 息息息    
 本會信徒培育部將於 8月 25日(六)晚上 7:30假本會深信堂舉行音樂感恩分享會，費

用全免，查詢詳情，請與信徒培育部王小姐聯絡。 

 信義宗神學院將於 10 月 28 日(日)下午 3 時舉行步行籌款，籌款目標港幣二百萬元，
為學院校舍進行外牆翻新、修補及防漏等工程。當日的步行路線以大圍宣道會鄭榮之
中學為起點，並以信義宗神學院為終點，步行完畢後於下午 4:30 於明節堂舉行感恩
崇拜。參加詳情，請與教牧同工聯絡。 

 本會海外宣教部將於 11月 8日至 14 日舉辦「柬埔寨七天建校考察團」，目的是視察
本會金邊建校現場和吳哥窟文化體驗，費用每位 HK$7,800(不包括導遊費、簽證費及
保險費)，9月 30日截止報名，詳情請參閱宣傳海報。 

 2018 年 7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日     期 崇拜人數(受 餐) 兒童(受 餐) 總  人  數 

01/07 55 24 79 

08/07 94(77) 29(2) 123(78) 

15/07 58 7 65 

22/07 47(41) 2(2) 49(43) 

29/07 57 9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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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澤堂 2018 年 6 月份收支報告 

     

收入   支出 

主日奉獻  $2,665.40    同工及幹事薪津及公積金 $73,850.67  

常費奉獻  $16,510.00    崇拜部  $486.00  

感恩奉獻  $11,910.00    團契部  $850.00  

節期奉獻  $0.00    栽培部  $3,141.30  

鮮花奉獻  $600.00    拓展部 $1,891.02  

聖工拓展奉獻  $8,900.00    行政部 $13,883.50  

神學教育奉獻  $17,650.00    其他支出 $977.00  

慈惠奉獻 $3,000.00       

宣教奉獻 $1,050.00       

其他奉獻/代轉奉獻 $0.00       

利息收入 $1.07       

其他收入(同行接待生活營報名費) $1,610.00       

本月收入 $63,896.47    本月支出 $95,079.49  

      本月盈餘/(赤字) ($31,183.02) 

     

恩澤堂 2018 年 6 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 動 負 債 $0.00    流 動 資 產   

     往來戶口  $823,476.29  

     儲蓄戶口  $108,332.59  

基   金    現金  $5,000.00  

普通儲備  $567,433.25       

         

發展儲備  $307,656.25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92,902.40       

本月盈餘／(赤字) ($31,183.02)      

累積盈餘／(赤字) $61,719.38       

        

        

總負債及基金 $936,808.88    總資產 $936,80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