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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主題 異 象：彼此 相 愛 ‧靈命 更 新！

節錄自《不再幼稚——施大衛》
數年前我參加了一個在密西根州舉辦的靈修會。會中有一位名叫布拉德的牧師，與大
家分享他內心的景況。從外表看來，他是一位有相當成就的成功牧者，但內在卻是個衝突
矛盾、起起伏伏的基督徒。他的內心像一枚搖搖，不斷跳彈於高潮、低潮之間的一顆撞球，
反覆從這頭撞到那頭，一邊是驕傲自信，另一邊卻是自罪自責、沮喪消沈。
布拉德告訴我們：｢兩三年前，突然有一道靈光臨到我。我猛然覺察，我生活的重心
並不是愛上帝和愛人…四十九年以來，真正掌管我生命的竟是童年時代父母深植我心的一
則座右銘。直到我認清這個真象以前，我還一直以為自己的生命是在主基督手中呢！｣
那個強而有力的兒時座右銘究竟為何？｢達到標準，更進一步！｣布拉德繼續說：｢我
相信，我的父母完全無意要加深我的重擔。但是當他們敦促我『更進一步』時，我聽到的
意思是：『我們當然愛你，但如果你能更進一步，我們會更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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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開始幫助布拉德看清楚自我的景況，以及他生活中真正的動機。他體認到這個童
年時期被奉為圭臬的座右銘，竟然影響到他目前所有的人際關係，甚至包括他與上帝的關
係。四十九年來，布拉德從不覺得自己曾經達到標準、獲得肯定。｢終於，從現在開始，
我在聖靈的幫助下一步步脫離它的轄制，並且嘗到真自由的甜美。｣
布拉德的困擾正是許多人的現況！他們忽略美好福音救恩的存在，卻凡事孜孜矻矻的
遵照某一個幼年時代的座右銘而行。他們或許很擅長闡明聖經的道理，但行事為人卻受制
於一個相反的原則。他們雖以虔誠的基督徒自居，真正在他生命中掌權的，卻只是一則童
年的座右銘或誓言。
你的生命也是如此嗎？使徒保羅曾明白指出，凡是心裏有上帝的靈並接受聖靈引導的
人，才是上帝真正的兒女（羅八 9、14）。是誰在控制管理你的生命？是聖靈嗎？是幼年
不成熟的思想？還是兩者的混合？這兩者經常糾結不清，不易分辦。有時候你認為是上帝
的聲音，事實上卻出自本身屬靈生命不成熟的觀念，以至於最後陷入自抑自貶、自怨自責
的淵藪。這樣的景況也會出現在悔改信主、甚至聖靈充滿的人身上。
我們再回頭看看布拉德。布拉德的上帝彷彿不停的對他說：｢再進一步！｣但是差遣耶
穌為我們的罪受死的上帝是這樣嚴厲苛求的嗎？當然不是！布拉德兒時奉為最高準繩的
座右銘，已變成他的上帝，無情專橫的轄制著他！
他的這位上帝是一個幼稚、神經質的完美主義者，而這絕不是靈命成熟的基督徒所信
靠的上帝。成熟的基督徒藉著信心就承受了耶穌基督的美善。｢完全｣並非由無瑕疵的行為
表現所獲得，｢完全｣乃是與上帝和諧關係中的恩賜。
童年座右銘破壞、攔阻上帝的救恩。使上帝變為吹毛求疵、獨斷專橫的暴君，就像當
年埃及的法老，一會兒命令以色列人造更多的磚，繼而又命令他們自己去撿拾作磚用的
草，｢嚴嚴的苦侍他們｣。祂的要求永遠沒完，對我的現狀從不表示滿意，總是不斷地批評：
｢你可以做得更好。｣祂就像黑手黨的教父：｢好好表現！不然就……！｣這豈是我們十架上
的救主，滿有憐憫慈愛的天父呢！
更可悲的是，上述的情況也發生在我們的家庭裏，甚至包括一些模範家庭。我們都是
罪人，需要上帝的恩典。尤其身負｢父母難為｣的重任時，更迫切需要上帝無條件的慈恩。
人的愛是多麼的不完全、附有條件，又是多麼的善變難測、充滿過錯。越是當我們急切想
要教養自己的孩子成為好基督徒，我們有意無意之間流露出的｢條件性｣，就會使情形變得
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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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到標準、更進一步｣的格言遮蓋和損害了基督徒的聖潔。因為聖潔的精髓就是
愛——對上帝、人、和對自己純潔、深刻、成熟的愛；而｢達到標準｣的心態和作法干擾了
人與上帝、旁人和自己的關係。它令你覺得不可能去愛上帝，結果你怨恨和抗拒祂，就像
那個服事父親多年卻心中怨恨的大哥（路十五 25-32），絲毫感受不到天父的慈愛！若果
你缺乏自重自愛，就無法去愛鄰舍，相反的，你可能既討厭自己又恨惡別人。

2020年3月份奉獻名錄
常費奉獻
霍淑嫺
陳昌明
鍾炳權
莊清悅

陳桂芳
陳妹妹
鍾漢強
梁淑芬

姚麗芬
陳月嬋

何松齡
張佩霞

鍾凱澄
鍾漢斌夫婦
鮑永健 莫玉霞

感恩奉獻
馬錦靈
陳惠琴
梁美英
何沛陽

陳昌明
鍾炳權
劉素貞
伍漢明

鍾漢斌夫婦

聖工拓展奉獻
馬錦靈
鍾漢斌夫婦
麥家良 楊少華

神學教育奉獻
賴炳輝

鮮花奉獻
陳昌明
何松齡

劉素貞

慈惠奉獻
陳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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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逸勉

整體消息


感謝主保守香港疫情有所舒緩，政府的措施亦放寬了一點，但因為安全起見，限聚令
仍然實施，所以總辦通告各堂會，需繼續｢網上崇拜｣至 22/5。請弟兄姊妹｢不用回教
會｣，可以星期日準時早上 10:30｢在家中｣一同參與｢網上崇拜｣，我們會如往常一般利
用 Facebook 直播。



5 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15/5(五)晚上 7:30 舉行，是次靈修分享︰鍾漢強執事。



由於總辦在｢網上施餐｣一事上還需要討論，未有決議，各堂會暫停聖餐直至總會通知。



2020 傳愛行動將於 10 至 12 月推行，今屆將以建立堂、社、校之合作及以關懷鄰舍、
合一服侍作目標。活動將全港分 8 小區，合作的堂社校會因應各區特色計劃活動。各
區堂會及學校均獲邀請與各區「傳愛行動」召集人聯絡。



2020 年 5 月至 6 月行事曆：
17/5、7/6(日)8:30

早禱會

31/5(日)

聖靈降臨聖餐主日暨聖洗禮

＊＊16、23/5(六)恩賜講座及 7/6(日)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會，因疫情緣故會延期。

崇拜消息


17/5(日)承蒙李美蓮傳道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4/5(日)承蒙馬劉美貞師母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31/5(日)承蒙梁美英牧師蒞臨宣講聖道及施行聖禮，謹此致謝。



7/6(日)承蒙港澳信義會退休同工何惠玲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14/6(日)承蒙梁美英牧師蒞臨宣講聖道及施行聖禮，謹此致謝。

團契消息








感謝主保守香港疫情有所舒緩，政府限聚放寬至 8 人，所以有些團契可以嘗試重開。
31/5(日)團契部會議。
迦勒團契盼望於 6 月重開，求主保守帶領。
家庭團契 14/6(日)舉行｢生日會｣，由團長何松齡弟兄負責。
99 組 28/5 舉行，主題是｢查經｣，由何松齡弟兄負責。
Lady’s Talk 16/5(六)可能重開，求主保守帶領。
亞波羅 3/5 第一次用 Zoom 開小組，由饒義禎弟兄負責，一同思考在末世中，身為基
督徒有什麼是重要的，連同工共 5 人出席。24/5 會探訪王安妮姊妹新居，期待可以與
弟兄姊妹親身、面對面的相交。



Hallelujah 2/5 用 Zoom 開小組，一同查考耶穌醫治百夫長僕人的事蹟，從中學習百
夫長對神的信心，連同工共 6 人出席。16/5 會嘗試重開聚會，求主賜福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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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香港疫情有所舒緩，但因為 Awana 事工的隊員都是幼稚園和小學學生，所以暫時
仍未能開始集隊。



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因疫情緣故，會暫停所有對外的開放直至 5 月底。



將軍澳幼稚園和健明幼兒學校的事工都因疫情而全部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栽培消息


14/6(日)9:15 栽培部會議。



7/6 崇拜後有「屬靈天地‧由靈開始」，由饒義禎弟兄負責。



16、23/5(六)恩賜講座及 7/6(日)全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會，因疫情緣故會延期。

總辦事處及神學院消息


本會青少年部於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8 月(為期一年)舉辦：青年全職實習計劃，地
點：香港，費用：全年 24,000 元（由本會青少年部資助，參加者需要自籌部份金額）
資格：a)受洗起過 2 年或以上 b)年齢:18-27 歲 c)高中或大學畢業，名額：6 人，有
意參加可聯絡霍教師 90130941。



本會青少年部敬拜隊[Lutheran Workship]，在過去一年曾於信義樓舉行數次「青年
分享會」，於年年底也曾到訪堂會與培靈會，與信義人一同敬拜上帝及交流。如果信
義人今年若要計劃進一步進入堂會，而堂會認為合適或有需要。可隨時聯絡 Lutheran
Workship，一起籌劃 2020 和 2021 年的敬拜事工安排。包括：敬拜隊交流、主領敬拜
聚會或舉辦工作坊。聯絡方法：94354812(戴景豪弟兄) Facebook/instagram:Lutheran
Workship

肢體消息





王羅銀英姊妹已於 25/4 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將於 16/5(星期六)上午 10:30 在紅磡世
界殯儀館 3 樓明德堂舉行，安息禮後，隨即會到哥連臣角火葬場進行火化禮。
楊志強弟兄的爸爸已於 4/5 主懷安息，感恩他在臨終前決志信主，只因家人未信，所
以喪禮會選用道教儀式舉行。
鮑永健媽媽因左手物理治療進展緩慢，心情欠佳。
林彩鳳媽媽驗出腸道有惡菌，所以一直肚疴，服用抗生素後有好轉，但药停又再出現
肚疴，這惡菌非常難治，會引致皮膚敏感，也沒精神和體力做物理治療，求主憐憫。



神學生敏儀在二月份開始類風濕發病，導致雙手麻痺、腫痛和失眠，也影響上堂、做
功課及活動。醫生診斷是類風濕引致腕管綜合症，需要食類固醇藥暫舒緩消炎止痛，
但雙手痺痛不能長時間用電腦。為根治雙手需要做手術，預算六月入院做手術。



陳女姊妹的肝臟驗出有 8 厘米的水囊，作息和活動時都感不適，也會引致發炎。



葉秀雲姊妹的媽媽早前發現心律不正，要入院治療，現在已經出院休養。



5 月份生日肢體：梁寧、戴永成、姚麗芬、陳祉豐、黃舒琦、李嘉明、張潔貞、王俊
誠、陳慧芬。祝大家生日快樂，主恩常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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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為世界的疫情禱告，求主保守其他國家的疫情也可受控。
為經濟有困難的家庭和企業禱告，求主幫助和供應他們，賜他們盼望，智慧和力量，
保守他們能夠度過時艱。
求神開香港人心靈的眼睛，著眼別人為自己所付出的，沒有一件是理所當然的，要常
存感恩回報的心，多於數算指責別人的不是。大家同心積極，以關懷，支持和正面行
動，重建社會。



為學生禱告，求主幫助他們適應網上學習，跟到進度，不至心散荒廢學業。



為今屆高級文憑試考生禱告，求主賜他們健康、專注和智慧應付考試，盡力發揮自己。



為弟兄姊妹能每天讀經、靈修、祈禱而禱告，以致能夠常常活在主裡面。



為弟兄姊妹重開小組禱告，求主保守大家平安，並更能享受和珍惜肢體相交的機會。










為堂會的領導層祈禱，求主幫助大家有神的智慧，同心合力，造福社群，傳揚福音。
為本堂聘請教牧同工和福音幹事禱告，求主引領祂的工人來牧養群羊。
為霍教師身、心、靈能夠常在主裡禱告，以致能夠得力事奉。
為王羅銀英姊妹的安息禮拜禱告，求主安慰家人，並保守一切順利。
為楊志強弟兄爸爸的喪禮禱告，求主保守一切順利，並賜家人和諧，得安慰。
為鮑永健媽媽禱告，求主安慰和鼓勵她，並祝福她的左手有更好的進展。
為林彩鳳媽媽禱告，求主醫治除去惡菌，使她能吸收營養，有精神和體力做物理治療。
為神學生敏儀禱告，求主賜出人意外的平安，能順利完成這學期的學習，家中事務能
夠處理得到；並賜福六月的手術成功，早日康復。
為陳女姊妹禱告，求主保守服藥能有幫助，水囊不會擴大，作息活動能感到舒適一點。
為葉秀雲姊妹的媽媽出院感恩，求主保守早日康復。
為陳玉娟執事及大女兒的身體健康祈禱，求主醫治並增強她們的免疫力。
為陳桂芳姊妹要照顧孫兒禱告，求主賜健康、力量和平安。









為 Awana 兒童禱告，求主幫助兒童在停課期間不忘禱告讀經親近神，以致身心靈得健
康成長，成為家人的祝福。
為中心和學校的工作因疫情而暫停禱告，求主賜負責人有智慧，能帶領事工繼續運
作，服侍社群。
為身體軟弱之肢體及其家人代禱︰孫勿、黃淑華、張月蘭、陳燕玲的母親、黃錫輝的
母親、譚國雄、雷碧蓮、李素賢、陳銀妹、陳妹妹。

2020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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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
12/4
19/4
26/4

因疫情而暫停實體崇拜，固未能總計參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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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數

恩澤堂2020年3月份收支報告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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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本月收入

支出
$2,055.00
$38,700.00
$23,750.00
$0.00
$300.00
$18,800.00
$11,000.00
$4,500.00
$0.00
$0.00
$0.00
$0.00
$99,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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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50.00
$2,520.00
$0.00
$487.20
$44.60
$3,782.40
$0.00

本月支出

$43,784.20

本月盈餘/(赤字)

$55,320.80

恩澤堂2020年3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動負債
代轉*

$0.00
$25,147.50

基 金
普通儲備

$659,652.19

發展儲備

$318,156.25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本月盈餘／(赤字)
累積盈餘／(赤字)

$94,623.10
$55,320.80
$149,943.90

總負債及基金

$1,152,899.84

流動資產
往來戶口

$432,188.68

儲蓄戶口

$208,834.86

定期戶口(總辦代存)

$510,500.00

現金

總資產

* 代購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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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6.30

$1,152,89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