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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主題 異 象：彼此 相 愛 · 靈命更 新！

上帝對敬拜的要求
耶穌說：父要那些真正崇拜祂的人。怎樣才是「真
正」呢？不是我們自己認為「真正」，乃是神自己認
為「真正」，願意被祂規限。在舊約中，神教導人怎
樣敬拜祂，祂要求敬拜祂的場所是怎樣建設、用什麼
材料；其實神是教導背後的敬虔生命。例如紅色、朱
紅繩子、金線…，這些都是有程序的；人怎樣入會幕、
入了之後作什麼、之前要做什麼的預備，是有要求的；
人肯被要求，又甘願符合上帝的要求，這樣人才有機
會作個真正的敬拜者。人不能說「我就是我」、「祢
不要就算啦」，我們不能這樣作；說實在的，我們是
要被改變，要符合上帝的要求。耶穌就是配合舊約的
要求、滿足神的心意；祂願意來配合，祂願意做代罪羔羊，祂願意灑自己的血，祂無犯罪；
每樣都來配合，為要順服地配合上帝的要求。
敬拜者該有怎樣的質素呢？這些要求在主身上已做了出來，我們不用有別的選擇，這是
從根底做出來的敬拜者質素，需要跟著基督的腳蹤；祂怎樣作，我們也要怎樣作，沒有其他
的選擇，要順服接受上帝的要求。不要以為上帝不會要求，人可隨便做什麼都可以。除非資
源條件上有限制、沒有什麼可以奉上的；好像摩西在無所預備下要脫鞋，因他並沒有預備
敬拜，神索求的是身上僅有的；但我們不是永遠都用身上僅有的東西，人是要有進步的，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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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也是要有進步的。摩西所渴慕的也逐漸改變，最終是想見主的面，這是敬拜者內藏的渴
慕，我們也可以檢視自己是否有同一方向？
我們按著時令去思考這位基督，年復一年地去被基督的生命編織、認識這位上帝，叫
我們明白如何成為基督的延伸，道成肉身叫人看見上帝與人可以連結起來；若看不清楚基
督，就連結不到這受苦的世界！這是一個需要憐憫、需要恩待、需要忍耐的世界。惟有我
們發現基督是這樣，我們才可以成為基督的延伸，我們因認識基督都去忍、去憐憫、我們
都去施予；所以崇拜不是只感受到，或是經驗到上帝的同在，而是讓人發現自己首先要回
歸、要回轉、要改變、要被主使用。
摩西到法老面前的時候，驗證了上帝的同在，才知道自己是仗著神的權威；所以敬拜
者是要先發現有上帝，才發現自己；不是發現自己，才發現上帝。例如摩西見到了火燒荊
棘的異象，上帝要吸引住摩西的注意力；但當摩西心想要過去看這大異象時，上帝卻說叫
摩西不要上前來；在上帝的臨在和奇特中，我們要發現先要放棄自己心裡的想法，這才有
機會跟得上，看明上帝為我們擺出的路；所以敬拜的過程是要先發現上帝，才發現自己。
節錄自《作個真正拜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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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就是等候基督第二次來臨（亦即末日時基督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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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蠟燭代表聖誕節前四個主日。
在將臨期中，我們將思想有關等候、盼望、儆醒的信息。節期中，以藍色或紫色為主
色。藍色是天空的顏色，紫色是君王的產色，說明信徒在等候我們的王主耶穌基督來臨的日
子中，不論自身的處境如何，均當心存盼望仰賴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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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向「慶祝救主降生成人，居住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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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四)已舉行 2020-2021 年度第一次執事會議 (新舊執事聯席)，經互選各部執事分
工如下︰主席—鍾漢強、文書—盧慧欣、財政—劉素貞、崇拜—陳昌明、拓展—馬錦靈、
栽培—麥家良及團契—馮志權。請為各執事之事奉祈禱。



8/11(日)會舉行執事就職禮，願主加靈賜力予各執事，齊心事主，推展聖工。



14/11(六)下午 2:00 至傍晚 10:00 舉行 2020-21 年度工作計劃日，懇請弟兄姊妹切切為
各執事祈禱，求主賜同工及執事團隊有從上主而來的智慧籌畫來年事工，更求主感動弟
兄姊妹同心協力，推展聖工，讓堂會成為社區的燈台，福音基地。



11 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17/11(五)晚上 7:00 舉行，是次靈修分享︰鍾漢強執事。



總會於 27/10 的常務委員會通過，2021 年繼續由曾國輝牧師擔任本堂的聖禮牧師，感謝主！



29/11(日)為將臨期第一主日，是教會年的開始，堂會已預備 2021 年月曆致贈各弟兄姊
妹及新朋友，弟兄姊妹每家乙份，可聯絡霍教師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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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彩明苑明道小學舉行啟動禮，然
後家訪 10 個家庭（幼兒學校 3 家、尚德青少年中心 4 家、本堂 3 家），再在尚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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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霍教師報名。



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行事曆：
15/11、6/12 (日)早上 8:30 早禱會
14/11(六)下午 2:00-10:00
17/11(二)晚上 7:00-10:00

2020-21 年度工作計劃日
工作計劃日暨執事會議

6/12(日)

全教會戶外崇拜(因疫情仍未穩定而決定暫停)

12/12(六)下午 2:00-6:00

社會服務部「傳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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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日)承蒙港澳信義會副監督楊文玉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2/11(日)承蒙本會陳惠賢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9/11(日)承蒙本會永恩堂鄺天賜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6/12(日)承蒙崇真會窩美堂顧問牧師兼巴拿巴伙伴差會中國宣教士馬少平牧師蒞臨宣
講聖道，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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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電影周｣改為讀經運動分享，大家都好努力學習和發問，連同工共 10
人出席。8/11 是｢郊遊樂｣，地點將軍澳海濱公園，由何利源和何松齡弟兄責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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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男仕小組 26/10(一)在觀塘海濱公園舉行
退修會，連同工共 5 人出席，感謝主，大家身
心靈都有很好的休息和得著。22/11 為查經，
由莊清悅弟兄負責。
Lady’s Talk 17/10 透過經文、詩歌和彼此
分享都很得益處和提醒，連同工共 6 人出席。
21/11 盧慧欣姊妹領詩，林彩鳳姊妹帶經文分
享，｢寫慰問咭關懷行動｣會由吳玲玲姊妹負
責。
亞波羅組 9/10 查經，連同工共 5 人出席。
25/10 在觀塘鯉魚門燈塔和石礦場舉行退修
會，連同工共 6 人出席，大家都經歷神的愛，
祂很認識和明白我們的現況，給我們安慰、鼓
勵和啟發，感謝主。22/11 是｢行山郊遊樂｣，
由霍教師負責。
少年組 11/10 一起午膳，有 3 人出席，感謝
主讓少年人的生命有所成長，求神繼續引領
他們的生命，也求神賜恩加力給導師們去牧
養他們。
Hallelujah 小組繼續用 Zoom 查經，但會改在
2:30 開始，希望組員有更多時間分享相交和
活動，感謝主大家都好投入，彼此更多相交，出席人數約 5 人。下次開組是 7/11 和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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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己經舉
行了兩次聚會，連同工有 11 人出席。透過教導
家長義工的心態和意義，讓他們對主耶穌的愛有
更多的認識。28/11(六)有親子旅行及 19/12(六)
晚家長福音晚會，全部由霍教師和社工負責。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新年度(2020-2021)課程於 11/10(日)開課，感謝主有 20 個
隊員出席，同步進行的家長講座主題：｢疫情下的親子相處｣，共有十多位家長參與，大
家都很開心和投入，小朋友就更加開心，因星期日放假不用再呆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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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幼稚園事工︰20/10(二)兒童崇拜，2/11(一)家長加油站。因疫情的緣故，無論兒
童崇拜或家長加油站都分兩次舉行，雖然人數真的比以往少，但反而有更好的交流和彼
此認識。2/11 的家長加油站很感恩有林彩鳳姊妹、李玩霞姊妹和劉素貞姊妹協助，求主
賜福，讓家長能透過我們認識神。



2020 傳愛行動將於 12/12(六)下午 2:30 舉行，鼓勵弟兄姊妹積極參與：a)快閃獻唱 b)
派禮物 c)探訪家庭 d)開放家庭接受探訪。



讀經運動已經開始，10/11 第一次在崇拜後開分享小組，共 23 人參與。大家逐漸投入
參與，但非常缺乏組長帶領，求主幫助。
秀茂坪婦女查經小組已於 30/9 重開，連同工約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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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信栽培班由 24/10(六)開始逢星期六上午 10:00 舉行，共 13 堂，由霍教師負責。



27/10「2020 年特別會員大會」已經完滿結束，感謝神通過了修訂《組織章程大綱及組
織章程細則》案，即當代表大會投票選出監督和副監督之後，他們便當然成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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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很多弟兄姊妹靈命從中得到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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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少華姊妹的媽媽，仍在院留醫，不能做手術，現希望能入住老人院，好作照顧和探望。



陳女姊妹已轉入政府津貼的路德會黃鎮林伉儷第二安老院。



鮑永健弟兄的媽媽上周因心臟問題入院，問題一度嚴重，感恩近兩天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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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勿姊妹的孫兒頸上有水囊，經常感到痛楚，情緒不好，明年做手術。



11 月份生日肢體：王安妮、林浩錦、李麗施、伍漢明、張佩霞、陳麗萍、莊清悅、杜麗
燕、曾麗嬋、鍾凱澄、盧慧欣、陳榮浩。祝大家生日快樂，主恩常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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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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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全面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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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於 14/11(六)舉行之計劃日祈禱，求主賜執事團隊群策群力，為堂會籌畫來年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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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舒緩婆婆的病情，減輕她的痛楚，讓她可以出院入住老
人院，家人可以更安心照顧。又求主感動婆婆接受福音，得永恆盼望。



為陳女姊妹已轉入政府津貼的安老院感恩，求主幫助她適應新環境，住得開心。



為鮑永健弟兄的媽媽禱告，求主醫治她，讓她病情能夠穩定，不用常出入醫院，心情忐
忑。又求主賜恩加力給家人，身心靈有力量去照顧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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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孫勿姊妹的孫兒禱告，求主減輕他的痛楚，讓他感覺好一點，又賜他媽媽有耐性和健
康去照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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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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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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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42

5

47

11/10

57(49)

22 (5)

79

18/10
25/10

50
46

22
23

72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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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澤堂2020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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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15,900.00
$4,000.00
$0.00
$300.00
$13,900.00
$1,000.00
$500.00
$100.00
$9,900.00
$0.00
$0.00
$45,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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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10.00
$1,510.00
$0.00
$0.00
$0.00
$5,307.00
$0.00

本月支出

$51,027.00

本月盈餘/(赤字)

($5,427.00)

*總會神學教育奉獻

恩澤堂2020年9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動負債
代轉**

$0.00
$7,260.00

基 金
普通儲備

$449,715.44

發展儲備

$528,093.00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本月盈餘／(赤字)
累積盈餘／(赤字)

$201,817.28
($5,427.00)
$196,390.28

總負債及基金

$1,181,458.72

流動資產
往來戶口

$454,610.48

儲蓄戶口

$208,836.94

定期戶口(總辦代存)

$515,948.70

現金

總資產

** Awana暫收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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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2.60

$1,181,45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