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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主題 異 象：彼此 相 愛 ‧ 靈命更 新！
陳惠琴牧師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事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有
時；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
跳舞有時；……，現今的事以前就有了，將來的事也早已有了，並且上帝使已過
的事重新再來。」傳道書 3:1-15
近日連續傳來城中名人、藝人離逝，或許我們身邊的朋友、同事、弟兄姊妹，甚至家人也
傳來病重的消息，這定必影響我們的心情。縱然理性上認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生、老、病、死，更無人幸免。但在情感上仍是難受。感謝主！藉著祂的聖言給我們安慰，
更帶來希望。祂更為我們預備天使，如︰家人、朋友、主內肢體，隨時作心靈和實際上的
支援。叫我們從失去中經歷親情、友情和上主奇妙的大愛，還有更厱領悟！
願以兩則從網上下載的詩和小故事，讓我們從失去中領略更多美麗的事情︰
詩人—普希金︰
「一切都是暫時的，一切都會消逝；讓失去的變為可愛。有時，失去不一定
是憂傷，而是成為一種美麗；失去不一定是損失，也可能是奉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無錯，失去可能是一個機會，為你帶來更寬闊的視野︰
有一位七十歲的老先生，長年住在鄉下地方，有一天，他拿了一幅祖傳的珍貴名畫到巿鎮
內有名的藝術品鑑定室，邀請專家為他鑑定這幅名畫。他說︰「這是先父留下給我的名畫，
先父說這幅畫珍貴非常，價值數百萬元，所以我一直將它鎖在儲物室內，小心保存！」
老先生自言不懂藝術，因此想請專家鑑定這名畫的價值，他戰戰競競地保護著那幅名畫，
害怕一不小心弄花了它。藝術品鑑定室的專家詳細地看過那幅名畫一遍，認為它是贋品，
連幾千元都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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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問老先生︰「你一定很失望、難過吧？」來自鄉下的老先生鬆了一口氣，面容變得溫
柔無比，憨厚地微笑道︰「啊！這樣也好呀，起碼不怕會有人來偷，我以後可以安心把它
掛在客廳了！」

老先生的自我解嘲，讓我們發現，失去，竞然可以比擁有更輕鬆，更能夠重新欣賞另一
種美麗。
正如我們關掉了滿室的燈光，才可以看到窗外的星光。
關掉家中的電視機，才可以聽到街外的雀鳥聲。
心裏放下了工作，才可以靜心體會與家人相聚的溫馨。
失去了一段感情，才可以重新體會身邊人對你的支持。
親愛的弟兄姊妹︰
如果上天為你關掉一扇門，也一定會為你開一扇窗。
只要你不放棄，堅持走到窗口那邊，也許，你會看到一大片藍天，陽光普照。
雲上的太陽仍在，藍天，也在不遠處，只是我們一直把自己關在房子裏。

所以︰不要懼怕！不要放棄！主已為你我預備！阿門。

將臨期的意義
將臨期就是教會年的開始。將臨期的主題是「等候基督的來臨」。這主題具有雙重的意思。
首先，是等候聖誕節（記念基督道成肉身第一次來臨的日子）的來臨。
第二，就是等候基督第二次來臨（亦即在世界末日中基督的再臨）
。
四個主日的分題包括：
一、上帝的愛，及賜予平安。
二、上帝給人盼望，就是耶穌降生勝過絕望的盼望。
三、上帝對人的呼召，以愛和忍耐等候。
四、上帝藉耶穌的應許，給予恩典。
將臨期花環的習慣源於德國，又謂「將臨環」，是用常青樹枝
編織而成的圓圈或花冠，圈上按置四支蠟燭，可懸掛在屋頂上
或放在桌子上。
其傳統的意義：象徵基督真光，照耀那「坐在黑暗與死亡蔭影下的人羣」(路1:79)。
花環本身象徵「時期已滿」基督就來到了人間，也象徵上主的永恆存在與無始無終；
常青樹象徵永生與上主的不變性。四支蠟燭代表將臨期四週。
在將臨期中，我們將思想有關等候、期待、仰望、堅忍、儆醒、希望的信息。節期中，
以藍色為主色（也有以紫色的，表明將臨的一位是王者）。藍色是天空的顏色，說明信
徒在等候基督來臨的日子中，不論自身的處境如何，均當心存盼望，仰賴從天上而來安慰。
而將臨期第三主日通常稱為「喜樂主日」
，教會禮儀的焦點也從「期待基督的第二次來臨」，
慢慢轉向「喜樂地慶祝救主的降生成人，居住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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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消息


11 月份執事會議於 13/11(日)晚上 7:15 舉行，是次靈修分享︰林楚儀執事。



10 月份執事會議已一致接納陳惠琴牧師於 2019 年 7 月 1 日起，辭任本堂堂主任及傳
道同工一職；稍後待本會常務委員會通過。感謝陳牧師過往對堂會的貢獻及辛勞。



2/12(日)為將臨期第一主日，是教會年的開始，堂會已預備 2019 年月曆致贈各弟兄
姊妹及新朋友，請弟兄姊妹於(25/11)開始到招待處領取，每家乙份。



11/11(日)中午 12:30-晚上 6:00 在彩明苑明道小學舉行事奉人員退修會，請所有事奉
人員預留時間出席，在主裡安歇和重新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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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至 2018 年 12 月行事曆：
11/11(日)崇拜後 12:30-6:00

事奉人員退修日—彩明苑明道小學

2/12(日)上午 9:00-下午 4:00

戶外崇拜–西貢北潭涌郊野公園

崇拜消息


11/11(日)承蒙本會永恩堂余笑霞教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5/11(日)承蒙陳國權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9/12(日)承蒙李錦棠校長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16/12(日)承蒙本會主愛堂陳詠嫻教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戶外崇拜將於 2/12(日)於西貢北潭涌郊野公園舉行，堂會已為報名參加的弟兄姊妹分
組，分組名單將會張貼於報告板，請報名者按組別自行安排午膳。請沒有報名參加戶
外崇拜的弟兄姊妹，當日往就近家居的教會，一同敬拜上帝。

團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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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y’s Talk 27/10(六)已舉行｢心靈相通｣，學習默觀靈修，連同工共 11 人出席，
感謝主，姊妹們有很深的得著！而 17/11(六)主題｢回到這個家｣，由霍教師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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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團契 11/11 因參加事奉人員退修會
暫停；9/12 為生日會，團長為召集人。



弟兄小組已於 28/10 舉行「吹水」，5
人出席；25/11 將舉行「工作及生活分
享」。



迦勒團契已於 8/11(四)舉行「考反應遊
戲」，各人十分投入，團契充滿歡笑，
會後大家一起午膳，樂也融融，連同工
共 10 人出席。

栽培消息


每月第一主日崇拜後舉行的「屬靈天地‧由靈開始」，4/11 由莊清悅弟兄分享—「瀕
死經歷 7+7」電影欣賞後感。本部設於禮堂一門外的圖書櫃內，有很多好書和新書，
歡迎弟兄姊妹借閱，請於圖書櫃自行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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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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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聚會期︰14/11、28/11，歡迎居住官塘
區的姊妹參加。

拓展消息


社區佈道每月第一主日早上 9:30 舉行，4/11(日) 連同工共有 4 位弟兄姊妹出隊，由
於堂會於 2/12 舉行戶外崇拜，下次出隊日期延至︰9/12(日)舉行。本部將於 2019 年
進行改革，社區佈道形式也有改動，請隊員留
意。誠邀弟兄姊妹繼續身體力行，向區內街坊介
紹教會所在，邀請他們參加崇拜，認識福音。



堂社福音合作事工︰「真光 shine your life」
於 10-12 月舉行，16/10 及 30/10 已舉行兩次工
作坊，尚餘 13/11︰預備探訪禮物，27/11︰出外
體驗—生命之旅，14/12︰親子活動，3/12 探訪
靈實護養院；期望透過各活動，讓參加者認識基
督教的「光」和「愛」。





社會服務部事工：「傳愛行動」將於 23/12(日)
下午三至六時舉行。合辦機構有：本會平安堂、
聖保羅堂、靈安幼兒學校、健明幼兒學校、將軍澳幼稚園、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和本堂。當日會租用雙層巴士在四個地點（尚德邨、將軍澳鐵路站、調景嶺鐵路站和
秀茂坪安達邨）作街頭表演和派發 1,200 份禮物，為社區傳遞愛和希望的訊息。本堂
表演項目為｢讓愛走動｣唱歌表演，感謝主現已有 10 位弟兄姊妹願意參與表演，請繼
續為這聖工禱告，求主使用祝福社區。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20/11(六)兒童崇拜，30/11(五)家長加油站。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03/11(六)老師團契，1/12(六)全校大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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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消息


霍淑嫺教師將於 4-6/12(二至四)請假三天。

中心消息


15/12(六)為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會員報名日。

總辦事處及神學院消息






本會家庭關顧部將於 12 月舉辦野外生活親子露營「一帶一露賀聖誕」，詳情如下：
日期： 12 月 25-26 日（二至三），營地：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賽馬會野外鍛鍊中心，
目標：藉野外體驗，促進親子關係，學習彼此關顧，內容：攀石、起營活動、燒烤、
煮飯仔、細說天文、野外定向，名額：50 人，以家庭為單位，最多容納 15 個帳篷。
（以交妥表格及費用作實，不設預留。），對象：親子家庭（兒童需年滿三歲或以上），
費用：住營費每位港幣$200 （包早、午、晚餐），集合：12 月 25 日（二）下午 2 時
大圍火車站，截止：12 月 3 日（一），額滿即止
2019 年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成立 65 週年，為了增加堂會、學校和社會服務各單位彼
此的認識及合作，見證信義會與港人同心同行 65 年，現於 2019 年 1 月 19 日(六)舉
行「會慶啟動禮」暨「步行籌款」，籌募經費支持本會各分區推行關懷服侍。詳情如
下︰
日期︰2019 年 1 月 19 日(六)，時間︰上午 10:30 至下午 4:30，主題︰「119 大步走」，
目標︰港幣四十萬，起步︰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終點︰基督教香港信
義會沐恩堂，賽制︰以隊制形式進行，分公開級、長青級及親子級。查詢詳情，請與
教牧同工聯絡。
本會青少年部於 2019 年繼續推行《信．異．行》青年領袖培育計劃，現正招募參加
者，詳情如下︰
1. 全年度領袖培育計劃(名額 15 人)
內容︰建立關係、信徒裝備及服侍實踐，聚會時間︰每月一次週五晚上，
費用︰全免(或按個別活動收取相關費用)
2. 台灣短宣服侍(名額 15 人)
地點︰高雄–岡山區–匠愛家園，日期︰2019 年 1 月 1 月至 7 日(週二至一)，
費用︰全費$4000，參加者須繳交$3000 給本會(自付$1500 及自籌$1500)，
餘下$1000 由本會資助。

2018 年 10 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日

期

成人崇拜人數(受 餐) 兒童及青少年(受 餐)

總

人 數

07/10

61

48

109

14/10

54(49)

43(4)

97(53)

21/10

59

45

104

28/10

60(50)

45(3)

1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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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