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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主題 異 象：栽慕 神 心、團契 共 融

與耶穌同往各各他

魏司洛夫 著

「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
誠，蒙了應允。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的
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來 5：7-9)
「耶穌說了這話，就同門徒出去，過了汲淪溪，在那裏有一個園子，祂和門徒進去
了。」(約 18：1)
耶穌受苦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可以說，是從起初主表示願意替人受苦時，就開始了。PAUL GERHARDT 想像的說：父
與子談論有關人類之罪，蒙救贖的事。
父說：
「我的愛子，你可願去受苦，為失喪眾兒女，救他們脫離永死。這刑罰難當，極
其痛苦。但無別法將人救贖，願愛子甘心擔當。」
子說：
「我父！我甘心，願受苦，照你的聖善旨意，讓我喝苦杯，受羞辱，被罪人拉到
死地。」誰聽說過這樣奇妙、寬廣、高深的愛。這愛大叫天地的主為你、為我，十架而
死。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詩篇四十二篇 1 節）

耶穌在世上時，每時每刻都在受苦。耶穌自聖潔的天上，降臨到充滿罪惡的世界，祂
備嘗艱苦，嚐的苦味是無人能想像得到的。
我們不知道天堂的光景究竟如何？這是我們無法用自己的智慧、能力來思想得到的。
就連罪是什麼？我們都弄不很清楚，因為我們只能用罪人的眼光去認識罪。
每當我們參加完一個美好的聚會出來，遇見一些褻瀆神、污蔑神的未信者時，觀察其
言論與行為，你就不難明白，天堂與世界，二處所表現的不同了，甚至使我們靈裏覺非常
的突兀與不安。正如耶穌甘心離開聖潔、榮耀的天上，來到充滿罪惡的世界，度其一生。
你試想，主耶穌在靈裏有多麼痛苦呢？耶穌在世界所度的一生，就是受苦的人生。
但是，按聖經記載的秩序，主耶穌過汲淪溪，即是進入為完成救贖而受苦的真正開
始，也就是真正進入釘十字架、受苦、受難路程的開始。
耶穌與門徒過汲淪溪時，在最後晚餐上的榮耀光輝，仍然留在耶穌與門徒的身上，在
最後的晚餐上，吃逾越節羔羊時的快樂，對使徒們是預嚐天堂的滋味。而耶穌卻是預嚐受
苦的來臨。
在那寧靜的夜晚，尚能聽到門徒高唱，讚美神詩歌的聲音，門徒發自內心的讚美，是
因尚有最後一次晚餐的火熱，也就是第一次聖所帶來心靈上的火熱。但從耶穌口中所發出
的讚美，是非常奇妙的，因為主所唱的是，詩篇一一八：27：「耶和華是神，祂光照了我
們，理當用繩索把祭牲拴住，牽到壇角那裏。」又 24 節：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
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主耶穌知道，自己就是「祭牲」。此時在大祭司院子裏正在預備拴耶穌的那「繩索」
。
主的血雖然仍在體內循環，但是，很快主的血，便要流到「壇」的角落了。可以說「壇」
已經預備好了，在各各他等待著主，以主耶穌自己當時處境，很難唱如此的讚美來。但我
們的主耶穌，卻如此的唱出來了。詩一一八：24：「這是耶和華牽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
要高興歡喜。」
耶穌知道，是神所定的日子，要我們快樂。但這也是一個邪惡的日子，黑暗掌權了。
當耶穌走過汲淪溪時，你可曾想到，主的腳步是多麼的沉重啊！
汲淪溪，雖是一條小而不重要的溪流，只有在冬季才有水，在溪流的附近，有一山
洞，據傳說：是先知以賽亞的埋葬之所；此地的山谷非常狹窄，往北則漸漸寬大些，在谷
中有數棵木樹，耶穌經過此地時，正時月圓的時候，故每逢受難節，進入復活節都在月圓
以後，此時那裏的天氣很寒冷，耶穌走進客西馬尼園。汲淪溪雖然小，但主所走的腳步，
卻是非常的沉重，汲淪溪雖不是重要的溪流，但耶穌走過汲淪溪，對人類的救贖，是何等
的重要啊！
讓我們來跟隨耶穌，也走過我們自己的汲淪溪，每天不要忽略了主所受的苦，我們每
天能犠牲十分鐘睡眠時間，與主一同儆醒嗎？
如果我們真能在靈裏得到聖靈的光照，能領悟到主在受苦時所有的榮美，那主的恩
典，便夠我們一生享用不盡了。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詩篇四十二篇 1 節）




2021 年 2 月 21 日第二次教友大會，因疫情而延期，會等待限聚令放寬至可以聚會，並
在放寬後的第一個主日發出通告，第三個主日召開大會，請禱告記念。
12 及 19/3(五) 晚上 7:30-9:30 在網上舉行「執事訓練班 2021」，主題：主場.禾場。
感謝主，我們 7 位現任執事已經報名參加，連同工共 8 人。求主使用講員和各教會執
事的交流，擴闊我們的眼界，以致更有神的智慧和眼界，帶領弟兄姊妹同心事奉上
帝，榮神益人！



3 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18/3(四)晚上 7:30 舉行，是次靈修分享︰馮志權執事。



2021 年 3 月至 4 月行事曆：
17/2-3/4 （40 天不包括星期日）

預苦期靈修運動

21/3、4/4 (日)早上 8:30

早禱會



21/3(日)承蒙本會退休同工李廣生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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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只能以電話關顧，請禱告記念長者的身、心、靈健康！
家庭團契 21/2｢團拜｣，連同工共 8 人出席。那天，有組員分享詩歌、祝福、圖片和經文，
大家都很開心，很有新年氣氛，也感受到肢體相交的蒙福。14/3 是｢查經｣，由霍教師和
林彩鳳姊妹負責。









99 男仕小組 28/2 是｢查經｣，連同工共 5 人出席。我們從撒母耳與以利的故事中得到很
多的啟發和反省。28/3 是｢分享周｣，由鍾炳權弟兄負責。
Lady’s Talk 20/2 是微電影分享，連同工共 7 人出席。從森美的生命見証讓我們見到神怎
樣改變一個人的生命，甚至是性格；神又怎樣幫助森美從緊張、焦慮、不安的情緒，轉
移到能夠在主裡面得享平靜安穩。20/3 的小組，由杜麗燕姊妹詩歌分享、林彩鳳姊妹帶
經文分享、霍教師負責預苦期靈修。
亞波羅組 28/2 是新團契成立，連同工共 7 人出席。感謝主的帶領，團友們的參與！經咨
詢之後，新團契名稱決定為｢職青團契｣。並決定了每月聚會兩次，一次是每月第四主日
崇拜後舉行，主要是活動形式；另一次的日期尚待團友投票，主要以查經形式進行。28/3
由霍教師負責主席時間，張雅雯姊妹負責屬靈書藉分享。
少年組因疫情緣故仍不能如常進行，請代禱紀念。
Hallelujah 小組出席穩定，連同工共 7 人出席，感謝主讓少年人都很投入參與團契，在
當中一同詩歌分享、查經和遊戲，生命得著造就！團友非常祈盼大家能夠再次見面，並
且一個郊遊、遊戲、相交。求主保守疫情能夠繼續穩定，各人的生活都可以回復健康！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詩篇四十二篇 1 節）



中心各項活動的運作已經恢復，唯人數減半，但已經很感謝主的開路。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16/3(二)兒童崇拜、22/3 家長加油站。求主保守順利進行。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都已恢復，求主幫助校長和老師有智慧能力去應變和處理各項的事情。
Awana 仍等待崇拜重開，然後復課。籌委會正在準備中，求主幫助！




栽培部會將於 11/4 早上 9:00 召開。
預苦期靈修運動已經開始三個星期，最初弟兄姊妹未習慣轉用新靈修資料，但後來都
慢慢適應了。有弟兄姊妹特別喜歡有信仰漫畫配合，令得著更深刻和誘發更多思考。



初信栽培班尚有三堂就完結，感謝主讓參與者的信仰都更扎實和有所成長。課程完結之
後，我們會有一次退修會，在預苦期靈修運動完結之後都會繼續有讀經計劃。
秀茂坪婦女查經因人數不多，已經重啟實體查經。10/3 我們更一同去到九龍灣佐敦谷
公園享受上帝創造的大自然。各人自去年疫情開始一直沒有機會外出，今次可以出
外，大家都感到非常開心和感恩！





9/3(二)總辦有 27 位教師出席教師團契，一同參觀本會位於馬鞍山的｢鞍山探知館｣，霍
教師也順道探望陳懿婷姊妹。各教師在懿婷姊妹和其他同工的講解中，了解很多歷史，
並從宣教士和早期信徒的生命中得著激勵和啟發！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詩篇四十二篇 1 節）



本會信徒培育部於 25/3(四)晚上 7:30-9:30 舉辦｢疫情下的個人心靈關懷與覺醒｣講座，
地點信義樓五樓，講員曹銘恩院牧，費用$80，22/3 截止。可向總辦王小組報名。



本會大眾傳播部道聲出版社在 12/2-4/4 期間舉行｢飛躍行動：為孩子多走一里路｣籌款
活動，詳情請參閱網頁：https//taosheng100.hk/2021-walkathon/。



本會青少年部於 9/4, 16/4 23/4(五)晚上 7:00-9:00 在信義樓五樓舉行｢和諧粉彩心之
旅程｣，目的是透過聖經的話語和諧粉彩創作與心交流，尋找內在和諧和喜樂的力量。
導師：陳嘉琪，對象:12-24 青少年，費用$150，1/4 截止。可向總辦王小組報名。



神學院延伸課程舉辦｢助己助人—同行者輔導證書｣一年制晚間兼讀課程，課程統籌:林
雪文博士，胾止日期：16/4，面試日期 8/5（六）。



神學院於 31/3(三)晚上 8:00-9:30 在明節堂舉行｢長病！難顧？｣如何與長期病患者及
其家人同行專題講座，講員：江永明醫生及林雪文博士，可以現場及 zoom 網上參與。



神學院於 24/4(六)上午 10:00-下午 5:00 舉行｢逆。轉。行｣2021 獻身營，歡迎報名。



戴永成弟兄和楊欣雅姊妹已於 2/3 誕下兒子，求主
賜福他們一家，也為 BB 健康成長禱告。



葉秀雲姊妹的媽媽因心口痛再度入院，感謝主心臟
報告沒有問題，但因發炎指數高，現仍於九龍醫院
留醫。



葉秀雲姊妹的哥哥，因頭暈而一日跌倒三次送入醫
院，又曾被確診的醫護人員照顧，現需隔離，有高
燒和發炎指數高，求主醫治！



Awana 學員羅梓儒的弟弟羅鎵溍，他現在剛剛七個月大，但身體很多毛病。尿道炎入院
兩次；他吃得不好，體重跌左 2 條生長線；醫生又發現他前腦囟骨好似就黎閉合（醫生
話前腦囟正常閉合係 12-18 個月）。已照 X 光同抽血檢查，3 月尾覆診。求主保守！



黃錫輝弟兄的媽媽已經出院到護老院療養，情況穩定。




何松齡弟兄和劉素貞姊妹的外孫女已經滿月，女兒亦開始適應到照顧 BB。
楊少華姊妹的媽媽在家休養，一切平穩，與女傭相處可以。



3 月份生日肢體：劉素貞、黃文玲、張雅雯、黃懷諾、李素賢、何沛陽、廖汛曈。
祝大家生日快樂，主恩常溢！



感謝主讓世界各地疫情稍為緩和，很多國家亦開始有疫苗注射。求主繼續憐憫施恩，讓
疫情繼續向好，疫苗有效，副作用減低，世人能夠走出陰霾。但知道疫情在短期內仍未
能完全解決，求主幫助世人有信心、盼望，同心恆心忍耐，繼續謹守一切的防疫措施。



為緬甸的政局禱告，求主保護被囚禁的、被鎮壓的、受傷的，和死傷者的家人；又求主
讓公義得到彰顯，興起愛民如子的領導者來管理國家，使緬甸回覆和平。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詩篇四十二篇 1 節）



為香港經濟禱告。越來越多的企業倒閉清盤，越來越多人失業，家庭沒有收入，人心不
穩、困苦，求主保守有困難的家庭有渠道尋得幫助，免得家庭衝突加劇、灰心絕望、放
棄生命。又求主感動我們眾信徒，能關懷社群，伸出援手，主動學習主耶穌的教導：成
為別人的憐舍！



為學校重啟實體課堂禱告，感謝主讓學生可以上學，對身心靈都更健康。求主繼續賜校
長、老師和職工們有智慧、健康和力量，使學校在疫情未完全解決下仍運作得到，學生、
家長順服配合，大家一同積極面對。



為神學生李敏儀姊妹最後一個學期禱告，求主賜智慧和悟性去學習，成為主合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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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戴永成弟兄和楊欣雅姊妹誕下兒子感謝主，求主賜福小朋友，在主裡健康快樂成長。



為羅鎵溍 BB 禱告，求主讓他有好的胃口，腸道健康，能夠吃多一點，吸收更多的營養，
健壯起來；又保守他的腦部發展，不會影響他的成長，覆診能夠順利。求神安慰他的父
母和哥哥，並賜他們一家同心、有信心和力量去照顧他。



為葉秀雲姊妹的哥哥和媽媽禱告，求主保守哥哥沒有感染新冠肺炎。又求主賜醫生和醫
護人員有智慧醫治哥哥和婆婆，讓抗生素產生效用，他們能夠早日退燒，出院。也求主
安慰家人，兩個家庭成員入院，家人不能探望，心情一定很忐忑不安，求主堅固。



為黃錫輝弟兄的媽媽禱告，求主讓她的骨頭能夠健壯起來，腦筋能夠靈活一些，早日可
以回家與家人團聚。



為何松齡弟兄和劉素貞姊妹的孫女一個月大感恩，求主祝福 BB 在主恩主愛中成長，健
康和幸福。



為楊少華姊妹的媽媽在家休養，身體有進展，靈命也得堅固。




為陳玉娟姊妹的大女兒禱告，求主讓醫生能有智慧對症下藥，使她身體強健過來。
為陳桂芳姊妹、李麗歡姊妹和鍾炳權弟兄、劉素貞姊妹和何松齡弟兄，要照顧孫兒禱告，
求主賜健康、力量和平安。



為 Awana 的復課禱告，求主開路，並賜導師們有智慧能力去安排一切。



為堂社校的事工禱告，求主幫助一切順利，讓更多人可以認識真神，得著永生。



春天天氣比較潮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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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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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14/2
21/2
28/2

因疫情而暫停現場崇拜，固未能總計參與人數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詩篇四十二篇 1 節）

恩澤堂2021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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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00.00
$2,400.00
$0.00
$600.00
$33,900.00
$21,000.00
$500.00
$100.00
$0.00
$0.00
$0.00
$83,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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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50.00
$2,096.00
$0.00
$0.00
$0.00
$6,630.30
$0.00

本月支出

$85,676.30

本月盈餘/(赤字)

($2,276.30)

* 包括傳道人2020年雙糧支付

恩澤堂2021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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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452.28

儲蓄戶口

$208,839.04

定期戶口(總辦代存)

$517,119.10

基 金
普通儲備

$739,674.82

發展儲備

$530,093.00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本月盈餘／(赤字)
累積盈餘／(赤字)

總負債及基金

現金

$2,081.10

$0.00
($2,276.30)
($2,276.30)

$1,267,491.52

總資產

$1,267,491.52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詩篇四十二篇 1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