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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主題 異 象： 彼此 相 愛 · 靈命更 新！

成聖之路
節錄自《馬丁路德—協同書》

（P.372）｢我信聖靈，一聖基督教會，聖
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復活，並且永生。阿
們｣這一段最好稱為｢論成聖｣，因其中所講述
正是聖靈職分，即使人成聖。……聖經提及許
多的｢靈｣，諸如人的靈，天上的靈及邪靈。可
是，惟獨上帝的靈才稱為聖靈，就是已使我們
成聖，還不斷使我們成聖的靈。……這成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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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如何實行？答：聖子如何藉祂的降生、死亡與復活等等，奪回我們，獲得治權，照樣聖靈
的成聖工作是藉著下列各項：聖徒相通（或基督教會），罪得赦免，肉身復活與永生。換言
之：祂先引我們進入祂神聖交通，又將我們置於教會的懷抱中，在那裡向我們宣講福音，帶
領我們歸向基督。
若非藉聖靈的宣講，打開我們的心，你我都永不能知道基督任何事，也不能相信祂及接
受祂作我們的主。救人聖工已完成，基督用祂的苦難、死亡、復活等，賺得了這珍寶，但基
督的工作若仍然隱藏，無人知道，則一切都屬徒然失落了。為使這珍寶不被埋沒，供人使用
與享受，上帝就會使福音傳開，同時祂賜下聖靈向我們提供與應用這救贖珍寶。因此成聖不
過是帶我們到主基督面前，領受我們自己所不會獲得的祝福。
（P.265）善工隨著這信心，更新和赦罪而來，並且在這些行為內仍然是罪惡或不完善
之處，同樣因基督的緣故而不算為罪或缺點。整個人按他的位格與行為，必被算為義為聖，
乃藉在基督裏極豐富地澆權於我們的純潔恩惠和憐憫。因此若離了恩典和憐憫，我們便不能
以行為的功勞誇口，如經上所記：｢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林前 1:31）
（P.33-35）我們的行為不能使我們與上帝和好，或為我們獲得赦罪的恩典，這只有藉著
信心才能成就，即相信我們的罪因基督的緣故蒙赦免：祂是天父所立，使我們與祂和好的惟
一中保。若有人以為仍可靠行為賺得恩典，便是藐視基督的功勞和恩惠，離棄基督而靠人的
力量尋求歸向上帝的道路。

藉信獲得聖靈，我們的心才受感動去行善。安波羅修說：｢信是善意和善行之母｣。人若
沒有聖靈，便軟弱無力，不能行上帝眼中看為善的事。況且，人在撒但權勢之下，便受驅使
去犯罪。歷來許多文人哲士，極力想明哲保身，過聖潔無瑕的生活。他們非但做不到，反而
陷入許多明顯及不法的罪中。顯然，這教訓不應被指控為禁止行善，反而應受讚揚，因為這
教訓能幫助人知道如何行善。若沒有信心，人的本性就不能遵行十誡的第一、二誡。沒有信
心，就不能求告上帝，不從上帝指望甚麼，或背十字架，只尋求及倚靠人的幫助和自己的努
力。因此，若不倚靠信賴上帝，就會讓各種私欲和屬人的計謀管理內心。所以基督說：｢離
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約 15:5）

明顯的，信義宗的教義告訴我們，成聖是神的工作，不是人自己的努力，是聖靈使人成
聖。而人要行善需要有信心，那信心是信靠上帝會施予他恩典，並改變他成聖，所以也不是
靠自己的方法改變，而是靠聖靈在我們心中，生命中工作。人與上帝和好更是上帝的工作，
一切是信靠神才成。我們絕對不是追求自我完善，或靠自行努力的修行，來達至成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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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人的生命是已經絕對敗壞、陷落，悖逆上帝，想自己作主，所以只有耶穌基督可以拯救
我們，無其他方法和途徑。無錯我們常講靈修、操練、讀經、祈禱、讀屬靈書藉、上教會和
事奉等等，但這一切只是幫助我們｢放下自己｣，讓聖靈在我們生命裡工作，不是我們透過這
些努力和意志去改變到什麼，我們成聖是純靠聖靈。所以我們要對上帝有信心，將自己常交
在祂手中。
近年很多異端邪說非常流行，因為他們都覺得聖經滿有智慧，很多好作教導的材料，所
以會引用和仿效。｢福音｣這字眼早在十幾年前已經被用在不同產品傳銷之上，凡他們覺得對
人有益處的產品，他們都說自己在傳｢福音｣。而現代社會比以前複雜很多，所以人類也開始
發現，要活得開心，除了物質、玩樂、名望、交友、美食和愛情可能可以滿足之外，屬靈的
生命也不容忽視。所以近十年，世界各地紛紛興起靈修祈禱學，無論是有宗教或無宗教，他
們都會教導和學習靈修祈禱，希望透過修練自己心靈，達至心境平和，能泰然面對一切。
所以，根據聖經，根據我們的教義，基督信仰與他們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他們骨子裡
仍是走在悖逆上帝、遠離上帝的路，我們真的要好好分辨，免得入了魔鬼的迷惑，信耶穌變
成信自己。求主保護我們對神的信，能站立得穩，常活在主道中，得信心，得恩典，得成聖，
得永生。也求主憐憫他們，光照他們，讓他們早日能認識上帝，以致得救！
霍淑嫺教師

恩澤家新成員

歡迎歡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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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消息


7 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22/7(三)晚上 7:30 舉行，是次靈修分享︰杜麗燕執事。



執事會於 17/4 一致通過撥款 HK30,000.00 設立「緊急慈惠金」。凡本堂會友，因疫情
導致失業或完全停工致有經濟困難者，可向堂會提出，經簡單審核而合資格者即獲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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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東分三組：將軍澳組、秀茂坪組、新蒲崗組。本堂會與尚德青少年
中心和健明幼兒學校負責將軍澳組，內容包括：啟動禮（三組一起）、三站快閃傳愛表
演（尚德、將軍澳港鐵站、調景嶺港鐵站）、家訪 10 個家庭（幼兒學校 3 家、尚德青
少年中心 4 家、本堂 3 家）。





2020 年 7 月至 8 月行事曆：
19/7、2/8(日)早上 8:30
25/7、1/8 及 8/8(六)晚上 7:00

早禱會
靈修班

崇拜消息


19/7(日)承蒙港澳信義會恩青堂李文東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6/7(日)承蒙九龍城福音堂馮應佳傳道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8(日)承蒙禮賢會紅磡堂梁銘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9/8(日)承蒙曾國輝牧師蒞臨宣講聖道及施行聖禮，謹此致謝。



今年度的 Awana 因著疫情的緣故不會重開，所以崇拜部會在崇拜講道期間開設兒童聚
會，日期由 7/6-13/9，霍教師會邀請弟兄姊妹協助。

團契消息



為保長者免受感染，迦勒團契應該會在 9 月才重開，求主保守帶領。
家庭團契也因疫情緣故仍未重開，9/8 是查經，由林彩鳳姊妹負責，求主保守。



99 男仕小組 28/6 主題是｢屬靈偉人｣，講述許路加弟兄的生命見証，連同工共 6 人出席。
26/7 是查經，由莊清悅弟兄負責。
Lady’s Talk 感謝主，20/6 開始實體聚會，內中有詩歌、經文分享和生日會，連同工
共 8 人出席。18/7 詩歌分享林彩鳳姊妹，帶經文分享盧慧欣姊妹，見証分享馬錦靈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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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波羅組 28/6 是探訪王安妮姊妹新居，感謝主為他們預備安穩舒適的地方，讓他們可
以安居樂業，連同工共 13 人出席。26/7 是查經，由霍淑嫺教師負責。



少年組 14/6 周會是打羽毛球，在疫情下有舒展和運動的機會，真的很開心，連同工共 6
人出席。下次開組是 12/7。



Hallelujah 組繼續用 Zoom 開組，20/6 我們查考以利亞先知灰心絕望的經文，而 4/7 則
查考耶穌使拿因城寡婦的兒子復活，出席人數約 4-8 人。最近是組員的終期考試，求主
幫助他們有健康、智慧和專注應付考試。

拓展消息




18/7Awana 會派導師和學員到將軍澳幼稚園家長日作宣傳，求主引領更多小朋友報名。
19/7Awana Store 會有家長手霜製作工作坊，也求主感動更多家長參加，讓他們有機會
認識教會，認識主耶穌，成為主真實的門徒。
將軍澳幼稚園畢業禮於 16/7(四)晚舉行，求主保守一切順利。

栽培消息


5/7 崇拜後「屬靈天地‧由靈開始」，由饒
義禎弟兄分享見証，他的負責。



秀茂坪婦女靈修分享組在 24/6 開組，連同
工共 6 人出席，暑假會休息，到九月重開。
靈修班於 25/7、1/8 及 8/8(六)晚上 7:00
舉行，歡迎弟兄姊妹參加，與神更近。



總辦事處及神學院消息


2020 年代表大會暨會員大會完滿結束，感恩選出監督張振華牧師，副監督楊有志牧師。

肢體消息


陳偉材弟兄與蔡淑媛姊妹於 7/6 轉到救恩堂，求主保守他們適應和投入新堂會生活。



王仕梅姊妹的女兒少美，一家已經成功申請居港，等疫情穩定，便會舉家來港生活。



葉秀雲姊妹的媽媽因小便不順，影響腰骨、腎和發炎，常出入醫院，求主憐憫。



孫勿姊妹的侄兒早前因協助維修孫勿家鄉的祖屋而受重傷，要到城市就醫，但要檢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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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患新型冠狀肺炎才可動手術，實在叫人擔心和焦急。感謝主，檢測結果是陰性，並很
快動了手術，早幾天已回家鄉休養。
鮑永健媽媽左手進度仍一般，身體虛弱，求主憐憫。
林彩鳳媽媽、黃錫輝媽媽和陳女姊妹情況穩定了，在家中休養。
7 月份生日肢體：盧錦華、甄韻然、林楚儀、張惠燕、陳國榮、陳祉忻、李敏儀、歐凱
怡、何慧敏、楊欣雅、黃錫輝、霍教師、林慈妹、楊恩齊、張寶珠、黃淑華。祝大家生
日快樂，主恩常溢！

代禱事項


為世界的疫情禱告，無論香港或其他國家，都有反彈跡象，求主幫助盡快研發疫苗，使
疫情全面受控。



為各國經濟禱告，因著疫情反彈，各國可能會再實施限聚令或封城，求主憐憫經濟困難
的，能渡過難關。



為人心禱告，疫情持續相信有神的旨意，求主光照人類，使人重新定睛永恆的事。



為弟兄姊妹能每天讀經、靈修、祈禱而禱告，使我們的信心是在主的話語中生根建造，
信心堅固，能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去面對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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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神學生敏儀禱告，雙手可以盡快康復，能適應新實習工場，並引領她未來事奉路向。
為王仕梅的女兒少美一家禱告，求主保守他們早日來港，得安居，並上教會認識耶穌。
為葉秀雲媽媽禱告，求主幫助小便能正常，使身體其他部份可以得到舒緩，早日出院。
為孫勿姊妹的侄兒禱告，求主保守他有好的休養，早日康復。
為鮑永健媽媽的身體和心靈禱告，求主醫治和堅固她。
為林彩鳳媽媽、陳女姊妹和黃錫輝媽媽情況穩定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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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麗歡姊妹和鍾炳權弟兄要照顧孫兒禱告，求主賜健康、力量和平安。



為 Awana 事工禱告，求主引領更多小孩和家長參與，從中認識主耶穌。



為中心和學校的工作重開禱告，求主保守平安，並保守學校的畢業禮能順利舉行。



為身體軟弱之肢體及其家人代禱︰孫勿、黃淑華、陳燕玲的母親、譚國雄、雷碧蓮、李
素賢、陳銀妹、陳妹妹。

2020 年 6 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日

期

07/06
14/06
21/06
28/06

成人崇拜人數(受 餐) 兒童及青少年(受 餐)
31(26)
49(41)
43(43)
45(43)

總

1(1)
2(2)
4(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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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數
32
51
47
48

恩澤堂2020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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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00
$26,300.00
$22,850.00
$800.00
$1,000.00
$11,050.00
$24,000.00
$4,400.00
$1,000.00
$9,000.00
$2,989.60
$0.00
$105,2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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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68.00
$3,548.40
$0.00
$0.00
$0.00
$19,325.50
$0.00

本月支出

$68,241.90

本月盈餘/(赤字)

$36,977.70

*緊急慈惠金$9000

恩澤堂2020年5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動負債

$0.00

流動資產

代轉

$0.00

往來戶口

$400,926.48

儲蓄戶口

$208,834.86

定期戶口(總辦代存)

$513,489.60

基 金
普通儲備

$451,715.44

發展儲備

$526,093.00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本月盈餘／(赤字)
累積盈餘／(赤字)

$110,491.90
$36,977.70
$147,469.60

總負債及基金

$1,125,278.04

現金

總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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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10

$1,125,27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