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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信仰             

信徒應有的生活是信仰的生活。 

信仰必須由各人自己領受； 

生活必須以神為中心。 

信仰生活的原則是什麼？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次序行。」(林前十四 40) 

  信徒的生活無論大事、小事，在每一件事上，我們都要按著神給我們的規矩和次序行

出來。 

  信徒若要生活得有意義，就必須尋求聖經中各方面的指示，例如：信仰、屬靈、智慧、

個人、社會、內心、家庭、倫理、商務、國家等，還有人生瑣碎的事，聖經中一一都有教訓，

指導我們各方面的生活。 

  「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箴三 7) 

  「智慧」是人生哲學的原則，有學問而不敬畏神，只算有學問、有知識，不算有

智慧；惟有敬畏神的人，才算是有智慧。 

  箴言第九章十節：「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開端」就是

開始的意思，「至聖者」就是耶穌，認識耶穌便是聰明。 

  我們日常的生活，例如：求學、事業、處世為人、待人接物等一切的事上，都必須要有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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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聖經中的指示，信徒的生活有以下三點： 

一、 常常禱告 

 耶穌勉勵人｢要常常禱告，不可灰心｣，信徒應常常保持與神交通，要與神有

正常的關係就須要常常禱告。信徒雖然有時傷心，環境有時會改變，人會受到挫

折，但不可灰心，要用信心抵擋灰心，常常禱告，有計劃的禱告、有次序的禱告、

定時的禱告，將禱告的事項一一的向主祈求傾訴。若有困苦、憂傷、懼怕、疾病、

試探、逼迫，無論甚麼環境，也要常常禱告，神是會幫助我們、聽我們禱告的。 

二、查考聖經 

 聖經是信徒生活最高的權威和標準，聖經乃人生的指南，指示人生的道路，

提高人生的信念。 

 聖經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的心意，是以文字表達真理，信徒應持守真理、實

行真理。 

 信徒要天天查考聖經、閱讀聖經、默想聖經，尋求正意，領悟後應用在日常

生活中，就必然得福。 

三、為主作證 

今日的世代，是一個不信、叛逆、歪曲、邪惡、淫亂、悖謬的時代，在萬變

與衝擊中，我們儘管面對各樣的遭遇，例如：苦難、危險、不安、不公平、憤恨、

頑梗、貧窮、飢餓、人權剝削、仇恨、暴力等等，我們認識所信的神，是掌管歷

史、宇宙、生命的神，我們堅守真理的道，定必蒙福。今日世界不住的改變，環

境會改變，朋友會變臉，天地萬物都會改變，惟有耶穌永遠不改變。 

  信仰是人生的信念，信仰是啟示人生得勝的祕訣。 

  信仰是固守真道，永不動搖；真理是不與罪惡妥協，恨虛偽，保守無虧的良心，不給魔

鬼留地步，不求世俗的虛名，無論任何環境都仰望主耶穌，不偏左，不偏右，有始有終，堅

信到底。 

  耶穌說：｢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又說：｢你們是世上的光。｣信徒應有好的行為，在

日常生活中，追求神的旨意，順從神的引導，言行一致，為主而活，為主作證，討主喜悅，

尊敬主名，在人面前見證主的信實、公義、恩惠、慈愛。 

  求主幫助我們，使人看見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的分別，信徒在世應名副其實。確信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及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我們在生活中應保守自己，不沾染世

俗，愛神、愛人，彰顯基督的美善，把榮耀歸給神。阿們。 

節錄自《信仰第一步——招熾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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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16/10(五)晚上 7:30 舉行，是次靈修分享︰劉素貞執事。 

 因疫情有所舒緩，教會已經重啟實體崇拜，歡迎弟兄姊妹回來崇拜，請留意遵守一切防

疫措施： 1.返教會必須帶口罩，沒有口罩者可向教會領取 

2.入教會時量體温。 

3.洗手消毒。 

4.禮堂只會容納一半人數（即最多 55人）。 

5.問安環節只以恭賀手勢替代 

6.集會期間，不好飲食。 

7.弟兄姊妹（不論年齡）如感不適，請留家休息，靈修禱告，看教會 facebook 

 直播，求主醫治保守你       

 由於實體崇拜已經重啟，4/10 我們已經發出教友大會通告，11/10 出版年報，請弟兄姊

妹取閱，並預留時間出席 18/10 第廿九屆教友大會。請多禱告，求神揀選和感動弟兄姊

妹願意承擔執事事奉與同工，同心服侍上帝。 

 ｢緊急慈惠金」仍接受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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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六)下午 2:30-6:00 舉行，先在彩明苑明道小學舉行啟動禮，

然後分三組：將軍澳組、秀茂坪組、新蒲崗組推行不同活動。本堂會與尚德青少年中心

和健明幼兒學校負責將軍澳組，會先安排家訪 10 個家庭（幼兒學校 3 家、尚德青少年

中心 4家、本堂 3 家），然後在尚德村、將軍澳港鐵站、調景嶺港鐵站三站有快閃傳愛

獻唱。鼓勵弟兄姊妹報名參與：a)快閃獻唱 b)派禮物 c)探訪家庭 d)開放家庭接受探訪 

 2020年 10月至 11 月行事曆： 

18/10、1/11(日)早上 8:30 早禱會 

 25/10(日)承蒙本會平安堂張鎮英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1/11(日)承蒙禮賢會紅磡堂梁銘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8/11(日)承蒙本會退休同工曾國輝牧師蒞臨宣講聖道及施行聖禮，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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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未穩定，迦勒團契仍未重開，求主保守帶領。 

 家庭團契 11/10｢電影周｣會改為讀經運動分享，在教會舉行，

求主祝福。8/11 是｢郊遊樂｣，由何利源和何松齡弟兄責負。 

 99 男仕小組 27/9 是查經，連同工共 5 人出席。26/10(一)

是退修會，由霍教師負責。 

 Lady’s Talk 19/9，感謝主讓組員從詩歌和微電影中都很

得提醒和激勵，連同工共 8人出席。17/10杜麗燕姊妹領詩，

陳玉娟姊妹帶經文分享，詩歌分享會由劉桂芳姊妹負責。 

 亞波羅組 11/9、27/9 都是查經，連同工共 5人出席。9/10

是查經，而 25/10 是退修會，均由霍教師負責。 

 少年組 9 月的聚會因導師和組員都太忙，未能夾到時間所

以暫停一次。11/10 內容待定。 

 Hallelujah 組繼續用 Zoom 查經，但會改早半小時，即 2:30

開始，希望組員有更多時間分享相交和有活動，出席人數約

6人。下次開組是 17/10和 7/11。 

 感謝主疫情有所緩和，所有拓展事工續步重啟。 

 堂社福音合作事工︰「小麥子義工計劃」於 16/10-20/11(五)10:00-12:30 舉行，及在

19/12(六)晚舉行家長福音晚會，求神幫助新負責的社工和霍教師有好的配搭，使家長

能透過這事工認識神。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20/10(二)兒童崇拜，2/11(一)家長加油站。 

 Awana兒童品格培育課程，新年度(2020-2021)課程將於 11/10(日)開課，同步舉行家長

講座。請弟兄姊妹為學生、家長及所有參與事奉的人員禱告，求主保守一切順利，並且

堅立大家手所作的工，讓更多人得著主的福音、成為主的門徒。 

 讀經運動已經開始，感謝主，因疫情有所緩和令實體崇拜重啟，所以小組分享時間都

會在崇拜後 12:00-12:30 舉行，求主感動弟兄姊妹參與並多分享，藉此與神與人的關

係都更提升，屬靈生命更加堅實、活潑。 

 秀茂坪婦女查經小組已於 30/9 重開，連同工共 5 人出席，決定往後的形式都是查經，

逢第二、四個星期三舉行，由霍教師負責。 

 本會常委會於 28/9 會議通過於 2020 年 10月 27日(二)晚上 7 時在真理堂舉行「2020

年特別會員大會」，討論有關修訂本會《組織章程大綱及組織章程細則》案，本會會

員可以報名參加，請各堂於 10月 14(三)或之前交回有關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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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第二期非牧職同工申請第二期「保就業計劃」事宜於 24/8 在常委員通過為本會非

牧職同工繼續申請有關計劃。總辦亦已作出申請，現正等候有關部門審批，如有進一

步消息會盡快通告各堂會。 

 本會青少年部推出「使徒行傳 2020」於 10月 12日首播至 10 月 31日宗教改革運動紀

念日為止，為期 20 天。青少年部每天於 Facebook / Instagram 發放靈修短片。 

 本會為堂會教牧人員、長老、執事學習以信心和策略思維去治理堂會。透過一年的同行，

使參與計劃的堂會去發現其核心價值，並尋索異象、撰寫使命宣言、繪畫堂會的發展藍

圖等。傳道牧養部邀請堂會參加「G5 策略歷程」計劃，費用$10,000(以堂會為單位 10

人計算)，2020 年 10 月 19日截止報名。如有查詢，歡迎玫電 23885847 與羅雪雯牧師聯

絡。 

 信義宗神學院步行籌款主題：「源路有你」;目的：讓校院更環保及更有效地運用資源

的相關系統，目標$70 萬港元。因著疫情帶來不穏定因素，可選擇 8/11與大會一起步

行，或在 11月內自行安排時間從道風山路 1號步行至神學院。留意：必須事先報名。 

 本會於 10月 26 日 9:00-14:00 舉行彩繪靈修退修日營，地點於信義樓五樓；對象：各

教牧同工、18歲或以上有興趣的信徒參加。如有興趣請將姓名、堂會等資料 Whatsapp

到 9702 7218，註明「參加退修日營」即可。名額有限請迅速報名。 

 楊少華姊妹的媽媽，仍在院留醫，未做手術，每逢觸碰到骨折患處都感到痛楚。她的病

使她貧血、容易骨折，但因年紀大而不能作太強的治療。 

 陳女姊妹已於 12/9 康復出院，暫住寶琳康君護老院，正申請政府資助的老人院。 

 鮑永健弟兄的媽媽已經康復出院，現在老人院休養，但心情仍然欠佳。 

 王仕梅姊妹因肚痛吐瀉於 3/10 入院，雖已出院，但因疫情而很少運動，又要吃抗生素，

所精神身體都較虛弱。 

 陳玉娟執事的大女兒，現在嘗試不打類固醇，改用中藥來醫治免疫力和濕疹問題。 

 10月份生日肢體：歐偉文、吳慧賢、陳惠琴牧師、李麗歡、吳希汶、鍾凱瀅、鮑亮怡、

張佩兒、孫勿、馮志權、鄺國華、李佩珊。祝大家生日快樂，主恩常溢！ 

 感謝主讓香港疫情曾有所緩和，大家都可以與家人歡度中秋！請繼續切切為疫情禱告，

十一假期後有反彈跡象，實在令人擔憂。求主賜香港人有信心、恆心忍耐地謹守一切的

防疫措施，以致能遏止疫情反彈，讓各人的生活都可以走出低谷。 

 為研發疫苗禱告，求主賜各國的科學家智慧，研發到有效和安全的疫苗，讓世界的疫情

能夠全面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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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各人的生活禱告，之前大家的生活都被疫情打亂了，最近雖然開始恢復，但有很多累

積了的工作、事情和學習進度等等都需要追上，所以壓力很大，求主幫助各人有力量、

智慧和平安去面對。 

 為 18/10 教友大會禱告，求主保守能順利進行，好商討教會未來發展方向。又求神感動

弟兄姊妹有承擔使命的心，願意成為執事的候選人，甘心獻上，讓主的救恩得以傳揚。 

 為神學生李敏儀姊妹最後一年的學習和實習祈禱，求主多賜她心力、體力和適應力，又

引領她未來的事奉方向。 

 為基督徒能每天讀經、靈修、祈禱，恆常參與崇拜、團契和祈禱會而禱告，以致有堅定、

獨立和成熟的信心，能以面對將來的挑戰，分辦撒旦的謊言、偷竊、殺害和毁壞，活在

主內、為主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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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楊少華姊妹的媽媽禱告，求主幫助她能夠接受駁骨手術，減輕痛楚，安度晚年。 

 為陳女姊妹禱告，求神祝福可以申請到政府資助的老人院，減輕家人的負擔。 

 為鮑永健弟兄的媽媽禱告，求主祝福她在老人院有好朋友可以分享分擔，心情有改善。 

 為王仕梅姊妹禱告，求主鼓勵她有心有力去運動，身體和精神都能得到改善。 

 為陳玉娟執事的大女兒祈禱，求主賜醫生有智慧，為她處方合適的藥物，能舒緩她的病

情；又為玉娟執事祈禱，求主賜她健康、心力和耐性去照顧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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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事工禱告，求主賜導師、助教們有從上帝而來的能力和愛

心服事。 

 為堂社校的合作事工禱告，求主賜福並感動更多義工參與事奉，將主的福音傳遞。 

 天氣驟變也開始轉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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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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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因疫情而暫停實體崇拜，固未能總計參與人數 
13/9 

20/9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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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奉獻 $0.00 同工及幹事薪津及公積金 $44,438.00

常費奉獻 $13,900.00 崇拜部 $1,947.00

感恩奉獻 $8,800.00 團契部 $37.90

節期奉獻 $0.00 栽培部 $0.00

鮮花奉獻 $300.00 拓展部 $1,221.00

聖工拓展奉獻 $8,900.00 行政部 $417.00

神學教育奉獻 $1,000.00 其他支出 $0.00

慈惠奉獻 $500.00

宣教奉獻 $100.00

其他奉獻 $0.00

利息收入 $2,459.10

其他收入* $21,000.00

本月收入 $56,959.10 本月支出 $48,060.90

本月盈餘/(赤字) $8,898.20

*總會支援堂會撥款

流 動 負 債 $0.00 流 動 資 產

代轉** $7,260.00 往來戶口 $459,120.48

儲蓄戶口 $208,836.94

基   金 定期戶口(總辦代存) $515,948.70

普通儲備 $450,215.44 現金 $2,979.60

發展儲備 $527,593.00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192,919.08  

本月盈餘／(赤字) $8,898.20

累積盈餘／(赤字) $201,817.28

總負債及基金 $1,186,885.72 總資產 $1,186,885.72
 

** Awana暫收學費

恩澤堂2020年8月份收支報告

收入 支出

恩澤堂2020年8月份資產負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