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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主題 異 象：彼此 相 愛 · 靈命更 新！

聖誕快樂 主賜平安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
理。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約翰福音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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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願意成為別人的靈友嗎？
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朋友。從人的心理成長角度來看，我們是需要從人際疏離的狀況，
成長至能夠與人建立親密關係。從心靈成長角度來看，人也需要從自我中心的境況，成長至
至尋求愛神愛人的生命，並學習彼此相愛的團契生活。(約十五 12-14)
人若缺乏朋友，他或會尋求粗劣的代替品，而缺乏｢靈友｣，情況會更可憐。今天我們雖
然可以輕而易舉地在互聯網上結交數以千計的「朋友」，可是，這些絕大多數都不能算是我
們真正的朋友，更遑論是我們的「靈友」。
靈友亦可稱為屬靈朋友。那麼，成為屬靈朋友是什麼意思呢？現代人對靈性有很多不同
的理解。近代靈修導師貝內爾 ( D.G. Benner )給「靈性」 (Spirituality)的定義非常精
闢：靈性就是指人對神的覺察及回應。而基督徒的靈性是以神為中心的，所以，靈性正是指
我們對聖靈的察覺及回應。
基於靈性就是指人對神的察覺及回應，因此「屬靈朋友」就是指那些能跟我們一起去察
覺及回應神的主內好友了。
然而，讓我們不要以為屬靈朋友只應彼此關顧一些「屬靈」的事，例如靈修、事奉、呼
召等，其實所謂的「靈性」，是涉及我們整個生命，屬靈生命的建立是牽涉整個人的需要，
如肉身需要、情感需要等，因為人的靈性其實是與其他生活層面息息相關的，例如：自我認
識、人際相處、人生目標等。而耶穌曾指出美好的靈性表現正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地愛神，
並且愛人如己 (太十二 29-31)，所以，假若我們對朋友的肉身需要漠不關心，那麼，我們又
怎麼能算是真正的有愛心的屬靈朋友呢？反過來說，若我們很關心朋友的肉身需要，卻不能
與他分享或經驗對神的察覺及回應，那麼我們也不能算是他真正的屬靈朋友。
在基督徒的人生道路上，我們實在需要這樣的朋友彼此扶持，好讓我們活出神給我們的
人生意義，就是盡心愛神，並且愛人如己。這樣的友誼實在珍貴，若我們在某段人生道路上
能夠遇上，那真是神的恩典。其實，主耶穌正是我們的靈友，另外，他也會為我們預備其他
屬靈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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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願意邀請他的朋友，他說：「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你們若
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稱你們為朋友；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已經都告訴給你們了。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
揀選了你們。」
盼望你能與主成為親密的靈友的同時，也能與你的好友一同經歷與主同行的甜蜜旅程。
並且透過你與好友的屬靈友情，你們與主的屬靈友情也能更上一層樓。因為主的愛常會透過
我們靈友的生命彰顯出來。
基督徒靈性的基礎是深入認識自己和神，而這要求我們深入認識別人，也被別人深入認
識。如果沒有能夠及樂意幫助我們的人，認識神認識自己都不能有多大的進展。有些屬靈朋
友給我們幫助，讓我們認識自己；另一些則給我們幫助，讓我們認識神。最好的朋友同時給
我們這兩種幫助。這是真正屬靈朋友的恩賜的主要特點。我們很難想像一個人怎能與神有親
密的個人關係，卻不能與別人有這種關係。那些在屬靈旅程陪伴我們的人的恩賜，不單是幫
助我們認識神和自己，也是藉著他們與我們的關係，幫助我們成為別人親密的人，而這是基
督徒品格——也就是那旅程的目標 —— 一個必不可少的元素。
愛只在親密的心靈關係中才能夠培養出來。我們很可能可以與陌生人的交往中學懂一些
關於愛的事情，但要成為基督渴望我們成為的人，那轉化工作要求大量更親密的關係，這就
是神設立教會其中的原因。我們在心靈友誼中才最有可能在愛的學校中表現進步。一起上路
給我們機會發現自己多麼自戀，以及培養一顆有真愛的心。
節錄自《建立屬靈友誼》—陳誠東



感謝主 14/11(六)下午舉行的 2020-21 年度
工作計劃日順利完成，己經決定了教會未來
的方向，求主感動恩澤家眾弟兄姊妹，同心實
踐，榮神益人。



27/12（日）感恩見証主日會如期舉行，因為神的恩典一直都賜予我們，從無間斷。而在
這艱難時期，信徒更需要見証神恩，彼此激勵，堅定信心。
所以，鼓勵弟兄姊妹報名分享見証，大家可以選擇到場輪流在禮堂講見証，或以預先錄
影、錄音方式交給我們播放，請向霍教師報名，每個見証約 5 分鐘。遇有疑問，可以聯
絡霍教師，需要技術上支援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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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21/1(四)晚上 7:30 舉行，是次靈修分享︰馬錦靈執事。



教會已經向雅文理財保險服務公司購買了活動保險，日期為 16/12/2020-15/12/2021，
能夠保障全年所有室內及室外教會活動，從 6 個月至 90 歲，60 人。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 月行事曆：
20/12、3/1 (日)早上 8:30

早禱會

24/12

平安夜聚會(網上舉行)

27/12

感恩見証主日(詳情請看整體消息)



13/12(日)承蒙本會退休同工曾國輝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0/12(日)承蒙李錦棠校長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5/12(日)承蒙本會退休同工曾國輝牧師蒞臨施行聖禮，謹此致謝。



3/1(日)承蒙 Awana 事工統籌主任鄧應球先生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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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勒團契仍未重開，暫時只能以電話方式聯繫。



家庭團契 13/12 是｢生日會｣，由霍教師負責，以 zoom 進行，並會商討來年周會。



99 男仕小組於 6/12 晚 9:00 用 zoom 進行查經，連同工有 5 人出席。因疫情緣故，未來
幾個月暫時會將聚會時間改在每月第四主日晚上 9:00，以 zoom 進行。下次聚會 27/12
是｢感恩分享會｣，並會商討來年周會。



Lady’s Talk21/11 的 ｢ 寫 咭 關 懷 行 動 ｣ 以 半
zoom 形式進行，詩歌和經文分享部份用 zoom，
而寫慰問咭就由能夠現場參與的姊妹負責，弟兄
姊妹收到都非常開心。19/12 的小組因太近冬至
要做節而改在 12/12，仍然以 zoom 進行。由霍
教師領詩，莫玉霞姊妹帶經文分享，生日會由葉
秀雲姊妹負責，亦會商討來年周會。



亞波羅組 22/11 行山，我們去了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附近，行山，看海景，並有靈修分
享和禱告，連同工共 4 人出席。11/12 晚繼續有查經，而 27/12 是｢探訪 Carmen｣，因疫
情嚴峻會取消，但我們仍會以 zoom 開組，並一同商討明年的方向和計劃。



少年組雖然未能開組，但有積極參與讀經運動，並與組員有讀經分享。



Hallelujah 小組繼續用 Zoom 查經，組員因疫情嚴峻無法上學，功課量少了，但卻因此
能夠參與小組，感謝主，連同工共 7 人出席。



堂社福音合作事工︰「小麥子義工計劃」於 28/11(六)去大潭水塘郊遊，連同工共 24 人
參與，可以在疫情嚴峻之前完成這活動，大家都很感恩。而尚有一次的聚會和 19/12(六)
晚的家長福音晚會則因為疫情而決定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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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疫情嚴峻，中心各項活動全部暫停至 12
月尾。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7/12(一)家長加油站，
因疫情取消。霍教師仍會負責兒童崇拜，會與
幼稚園老師一同制作短片發給學生。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因疫情而全部取消。



Awana 都因疫情而全部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傳愛行動」禮物已經全部送抵中心，待包裝
後會分發三個單位，各人分散去派發。




感謝主，讀經運動能在疫情再嚴峻前完成，最後兩個星期的小組分享都多了一些弟兄
姊妹參與，連同工約 20 人。
秀茂坪婦女查經小組仍在第二、四周三 10:30，連同工共 5-6 人出席，以 Zoom 進行。



初信栽培班由於學員人數不多，暫時仍然繼續現場課堂。



本會傳道牧養部主辦 2021 領袖日營，主題：展翅上騰—2021-2025 年五年工作計劃；
日期：2021 年 1 月 9 日（六）；時間：10:00am-5:00pm（因疫情關係，請自行安排午
餐）；地點：本會真理堂；人數：150 人；收費：$20（若疫情有變，將改為 9 及
16/1(六)上午以網上形式舉行）歡迎弟兄姊妹報名參加。
本會「青年全職實習計劃」（第二期）現已推出，日期：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第二期，共半年）；對象：大專及初職基督徒（須由堂主任推薦，第一期學
員除外。）；資格：1）受洗兩年或以上；2）年齡介乎 18 至 27 歲；3）高中或大學畢
業；內容：教牧同行、神學裝備、社服及堂會實習。截止報名：2021 年 3 月 1 日。
1. 實習生每星期須出席聖經課堂，包括經卷研讀、專題及實用課程。
2. 於禮拜六及日按需要被分派到堂會進行個人或分組實習。
3. 於平日被分派到本會社會服務單位實習。
自籌：參加者須要自籌部分金額，是次為$12,000（已自籌的第一期學員除外）；生活
津貼：每位實習生每月可獲$9,000 生活津貼；名額：6 名；面試日期：2021 年 3 月 9
日（二）；保險：按照本會為教牧同工購買保險的安排，為青年實習生購買意外保險





楊少華姊妹的媽媽，仍在醫院留醫，隨時可以出院，但仍未有適合的老人院。



李桂琼姊妹做了心臟手術後，已經康復出院，感謝主。



陳玉娟姊妹的大女兒，一方面有嚴重濕疹和免疫力問題，最近冷風也令她有氣喘。



12 月份生日肢體：陳梓祈、陳兆峰、鄺星宇、陳銀妹、黃彩萍、陳偉材、馮希朗、
0 江麗輝、盧詠苑、何玉蓮、梁淑芬、鍾漢斌、楊少華、莫玉霞、莊詠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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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地疫情非常嚴峻，求主賜世人有信心、盼望，恆心忍耐地謹守一切的防疫措施，
以致能遏止疫情，讓各人的生活都可以走出低谷。



為研發疫苗禱告，感謝主英國開始注射疫苗，求主保守疫苗有效；也求主幫助有更多有
效疫苗成功研發，讓更多人可以得醫治；又求主賜人有互愛的心，不會制造假疫苗傷害
別人。
為香港禱告，自去年社會行動、今年新冠疫情、國安法訂立，香港有許多的轉變，亦有
許多人離開香港，我們的心可能會灰心、難過、不安或憤怒。求主憐憫我們，安慰灰心
的，扶持軟弱的，指引迷失的，將她的平安賜給我們。
為教會禱告，在這亂世中，求神的真理成為我們的心的盤石，叫我們的信心、盼望和愛
心能夠堅實，謹守崗位，無論週遭的環境怎樣，幫助我們仍然，聽祂的話，行祂的事，
想祂的國，愛世上每一個，直到見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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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幫助有適合的老人院，以致她能好好休養，並早日信主。



為李桂琼姊妹感恩，求主祝福她早日完全康復。




為陳玉娟姊妹的大女兒禱告，求主堅壯她的身體，慢慢適應天氣的轉變；又賜玉娟姊妹
能力和耐性去照顧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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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隊員禱告，能在疫情下停課期，仍有禱告，想起神，倚靠神。



為堂社校的事工禱告，疫情影響下要不斷變陣，求主賜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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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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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51

23

74

8/11

52(47)

23(5)

75

15/11
22/11
29/11

46
48(包括青少年)
44(包括青少年)

22

68
48
44

Awana 因疫情而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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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澤堂2020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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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8.00
$41,800.00
$45,270.00
$0.00
$510.00
$20,100.00
$34,050.00
$1,300.00
$1,010.00
$510.00
$0.00
$8,110.00
$157,438.00

*總會神學教育奉獻, **Awana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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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70.00
$4,187.00
$60.00
$494.40
$1,170.60
$5,184.80
$35,410.00

本月支出

$90,476.80

本月盈餘/(赤字)

$66,961.20

***向總會神學奉献(堂會$25,000, 教友$10,410）

恩澤堂2020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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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486.98

儲蓄戶口

$208,836.94

定期戶口(總辦代存)

$515,948.70

基 金
普通儲備

$449,215.44

發展儲備

$528,593.00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本月盈餘／(赤字)
累積盈餘／(赤字)

$196,390.28
$66,961.20
$263,351.48

總負債及基金

$1,241,159.92

現金

總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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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7.30

$1,241,15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