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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主題 異 象：栽慕 神 心、團契 共 融

活着就是愛
耶穌，讓我在祢的受死和復活中，學習如何忍受日常生活中的痛苦及衝擊，甚至
毫無置疑地在其中受死，以致我們活得更加完全、更有創意。祢以忍耐和謙卑的心，
去接受人生的挫折，甚至接受被釘十架和受苦的折磨。請幫助我去接受每天臨到的痛
苦和衝擊，視之為人的成長、更活像祢的機會。讓我們能有耐性和勇氣，去經歷這些
痛苦和衝擊，也深信祢會支持我們。讓我們明白到，只要藉着我們本身，以及自我中
心的慾望一次又一次的死亡，我們才能生活得更加完全，因為只有與祢同死，我們才
能與你同活！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詩篇四十二篇 1 節）

成聖的進程，是建基於神和我們的——神的恩典和我們渴望成聖的意願。要成聖，
就必須具有能付諸行動的決心。當我說「我要成聖」的時候，我就要塀棄我身上一切
不屬神的事物。我要放棄心中的一切物欲，過窮乏及捨棄的生活，放棄個人的自主與
傾向、意願與幻夢，使自己甘心樂意地成為神旨意的奴僕。

我們需要尋找神，而在嘈雜和焦躁不安的環境中，我們不能找到神。神與寧靜是
密友。試看一看在大自然中的花草樹木，他們在寧靜中生長，你看看星星、月亮和太
陽，他們也是在寧靜中運行。我們的使命不正是把神帶給貧困者嗎？我們要帶給他們
一位有生命、慈愛的神，而不是一位沒有生命的神。在寧謐禱告中得著愈多，就愈能
在我們活躍的生命中付出更多。只有在寧靜中，我們才能接觸到靈魂深處。我們說些
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對我們所說的，或藉着我們所說的。我們的說話若然不是發
自內在，就會毫無意義。我們的說話，若不能返照出基督的光，只能徒然增添黑暗。

每一個基督徒，都是永活神的恩典。祂創造了我，揀選我，進住我的心，因為祂
愛我。現在，你明白到神是如何深愛着你，你窮餘生的精力去彰顯祂的愛，乃是自然
不過的事。

今天，基督是身處於一群被人離棄、失業、無人關心、飢餓、衣不蔽體及無處容
身的人當中，對他們的國家和社會而言，他們似乎一無是處，沒有人願意花時間在他
們身上。你和我，作為基督徒，要愛得真實，才能值回基督的愛。要愛得真實，我們
就必須去尋找和幫助這些人。需要幫助的人就在哪裏，等待我們！

如果我們不和那些一無所有的人一起生活，就無法明白和有效地幫助他們。對於
那些貧困及被人棄絕的人而言，我們因愛他們所作的舉動，雖然是那麼微不足道，但
耶穌卻十分重視。

不要等待別人帶領，自發地去逐個服侍吧！

《德蘭修女著》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詩篇四十二篇 1 節）







感謝主限聚令已放寛，總會通告各堂可自由決定是否恢復現場崇拜，人數是場地可容
納的三成。本堂已於 4/4 恢復現場崇拜，禮堂最多容納 36 人，其餘超過的弟兄姊妹會
安排到中心大堂參與。請繼續為疫情禱告，求主拯救和安慰困苦的人！
鑒於疫情發展，總會通告授權「堂主任教師」可以施發聖餐至 30/9。本堂已安排霍教
師從 11/4 開始，可以上門向已受水禮之｢長者｣及｢行動不便｣肢體施發聖餐。另在有需
要情況下，會在聖餐崇拜中施餐。
由於現場崇拜恢復，4/4 已發出第二次教友大會通告，18/4 崇拜後會召開大會，請弟
兄姊妺預留時間出席，共商聖工。



4 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15/4(四)晚上 7:30 舉行，是次靈修分享︰劉素貞執事。



2021 年 4 月至 5 月行事曆：
18/4、2/5 (日)早上 8:30

早禱會

18/4(日)中午 12:00
2/5、16/5、30/5(日)中午 12:00-1:30
9/5(日)

第二次教友大會
提多書查經班（鍾輝揚牧師）
雙親節



18/4(日)承蒙本會同工張鎮英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5/4、2/5(日)承蒙基督教榮耀社區教會江偉才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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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限聚令已經放寛，待疫情再穩定一點，迦勒團契有望重開！



家庭團契 14/3 是｢查經｣，由霍教師和林彩鳳姊妹負責，連同工共 8 人出席，大家從讀矽
歌和經文中得著安慰和造就。11/4 是｢美食遊戲大集滙｣，由霍教師負責。



99 男仕小組 28/3 是｢分享周｣，由鍾炳權弟兄負責，連同工共 5 人出席；感謝主大家很
真誠的分享了一些信仰疑難，解開了一些心結後，可以在主的路上邁進一步。25/4 是｢



查經周｣，由霍教師負責。
Lady’s Talk 20/3 的小組，由林彩鳳姊妹帶經文分享、霍教師負責詩歌分享和預苦期靈修，
連同工共 6 人出席；那天的聚會真的很豐富，大家從經文分享中很得益處，認清神是我
們生命中的第一，不可以被任何東西取代；在靈修中也更深體會主耶穌的愛。17/4 的小
組，由陳玉娟姊妹分享詩歌、盧慧欣姊妹帶領經文分享、吳玲玲姊妹負責詩歌分享會。



職青團契 28/3 霍教師負責主席時間，張雅雯姊妹負責屬靈書藉分享，連同工共 7 人出
席。我們閱讀了《問問上帝》中的第十章耶穌的難題，作者回想未信時，嘗試從理性的
角度尋索研究耶穌的真確性，最終他信了主，並成為傳道人；他寫得好清晰，就是我們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詩篇四十二篇 1 節）

這些已信主多年的人也從中得到很多啟發。25/4 王安妮姊妹負責主席時間，霍教師負責
戶外靈修。



因限聚令已經放寛，少年組有望可以重開，請代禱紀念。
Hallelujah 小組出席穩定，連同工共 6 人出席，感謝主讓少年人都很投入參與團契。3/4
我們透過畫和諧粉彩，表達我們對耶穌的心情，組員的作品很美，很有創意，也見到他
們對耶穌的愛和信靠！



尚德中心開展很多新的事工，如：園藝、真人圖書館、人人都是 Youtuber、睦箱、行山
遊等等，歡迎教會參與其中，接觸家長並傳揚福音。求主引領和感動弟兄姊妹參與。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12/4(一)家長加油站、20/4(二)兒童崇拜。



健明幼兒學校於 31/3 舉行了復活節慶祝會，由於人數限制而分三班舉行，由霍教師負
責。感謝主，雖然有很大的屬靈爭戰，但神保守感動小朋友的心，認清主耶穌是復活的
真神，有信心去信靠！



感謝主，Awana 於 11/4 舉行 Awana Store，希望重新吸引隊員投入參與，18/4 會正式復
課！9/5 有母親節活動，教小朋友畫和諧粉彩送給父母和作為父母的教友，表達對父母
親的感謝！




栽培部會於 11/4 早上 9:00 召開。
栽培部邀請到退休牧者鍾輝揚牧師蒞臨帶領三堂「提多書查經班｣，日期 2/5、16/5 及
30/5(日)12:00-1:30，鼓勵弟兄姊妹參加，請向霍教師報名。參加者需在課堂前閱讀
提多書一次。



十三課的初信栽培班已經完滿結果，感謝主讓學員很用心學習並且實踐。求主繼續陶造
她們，使她們對主，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我們會在 8/5(六)舉行退修會，求主親自與
她們親近，讓她們能學習到在生活中，多安靜，多單獨，與主有更深的相交。
秀茂坪婦女查經已經恢復實體聚會，組員們都很投入，很渴慕主的話和肢體的相交，
出席都非常穩定。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詩篇四十二篇 1 節）



道聲出版社舉辦｢飛躍行動—為孩子多走一里路｣的籌款活動已經完滿結束，本堂有林彩
鳳姊妹和劉素貞姊妹參加。求主賜福本會出版部的兒童事工，使更多兒童自小能夠認識
耶穌，一生跟隨！



本會信徒培育部於 5 月 7 及 14 日(五)晚上 7:30-9:00 舉辦｢如何選用崇拜詩歌｣課程，
地點信義樓五樓禮堂，講員趙慧德牧師，費用$100，30/4 截止。可向總辦王小組報名。



神學院於 16/4(五)晚上 8:00 舉行｢周年聖樂崇拜《基督醫治的大能》｣，講員：黎淑美
老 師 、 黃 佩 芳 博 士 、 蕭 柱 石 博 士 ， 有 意 參 與 的 弟 兄 姊 妹 可 透 過 Youtube
（https://m.youtube.com/watch?v=4sRkKPK1y5Q&feature=youtu.be）參與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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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秀雲姊妹的媽媽因心口痛常出入醫院，但仍未得到醫治，求主醫治。我們在探訪婆婆
時送她手握十字架，向她傳福音和鼓勵她多向耶穌禱告，婆婆都很願意，唯時間不夠，
未能清晰確認她的信。



葉秀雲姊妹的哥哥，感謝主他並沒有確診新冠肺炎，現於九龍醫院療養，求主醫治！



Awana 學員羅梓儒的弟弟羅鎵溍，經詳細檢查後，醫生說他的腦囟仍有空隙，不用治療，
感謝主！但尿道再次發炎，入院驗出尿液有菌，繼續跟進中。



4 月份生日肢體：黃舒希、黃志芬、鄺樂敏、葉思邈、羅敏儀、陳含笑、馮學鳴、賴炳
輝、蔡淑媛、劉燕琴、林寶玲、陳偉明、陳女、林根合。祝大家生日快樂，主恩常溢！



為各國疫情禱告：很多國家的疫情反彈，求主幫助讓更多人能夠注射疫苗，亦保守疫苗
有效，使疫情受控。求主幫助世人能夠走出陰霾！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詩篇四十二篇 1 節）



為緬甸的政局禱告，已經約 600 人被軍方殺死，真的叫人心痛！求主制止軍方的強暴鎮
壓，求主軟化軍隊的心去顧惜人民的生命，使緬甸恢復和平！



感謝主讓香港的疫情有所緩和，教會和一些公共場所都開放了，求主保守疫情能夠穩定，
沒有因為復活節放寬了限聚令而反彈，讓各行各業都有工開，能以為生！



為移民潮禱告：香港面對前所未有嚴重的移民潮，很多人申請移民，亦有很多已經離開，
而且離開得很突然，這樣突然的離開，實在叫家人親友心情複雜，求主安慰；又求主保
守移居海外的人，能有平安，並適應當地的生活，信徒可以找到適合的教會，堅固信心！




求主感動眾信徒，能關懷社群，不單閱讀新聞報章，也常關心和為時事禱告，更以行動，
主動伸出援手，學效主耶穌的生命，親身成為別人的憐舍！
為學校重啟實體課堂感恩，無論學校和學生都適應了。求主幫助學生改善疫情期間無規
律、只呆在家中常用手機的生活，重建有規律、親身與人交往、專心學習、有運動的生
活，身心靈得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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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葉秀雲姊妹的媽媽禱告，求主賜醫生有耐心、有智慧，能幫婆婆的心口痛找出病因，
對症下藥。又求主賜婆婆得救的智慧，認清主耶穌是獨一真神，願意信靠，得永生。



為葉秀雲姊妹的哥哥禱告，求主堅壯哥哥的腳骨，賜他力量可以走路，早日出院！



為羅鎵溍 BB 禱告，求主賜醫生有智慧，能幫鎵溍的尿道炎找出病因，對症下藥；又求主
安慰家人，並賜家人力量去照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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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保守疫情穩定，小朋友可以上教會，堅固信仰！



為尚德中心的事工禱告，求主感動更多的弟兄姊妹參與事奉，接觸和關懷社群，叫主
的名得榮耀！



為將軍澳幼稚園和健明幼兒學校的事工禱告，求主感動更多的弟兄姊妹參與事奉，讓
家長和學生透過我們認識主耶穌！



天氣潮濕，又時冷時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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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月蘭。

2021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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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14/3
21/3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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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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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00.00
$14,500.00
$0.00
$1,500.00
$4,000.00
$3,000.00
$1,500.00
$100.00
$0.00
$0.00
$0.00
$4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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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7.00
$0.00
$739.00
$0.00
$3,419.00
$0.00

本月支出

$50,835.00

本月盈餘/(赤字)

($7,535.00)

恩澤堂2021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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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323.38

儲蓄戶口

$208,839.04

定期戶口(總辦代存)

$517,119.10

基 金
普通儲備

$739,174.82

發展儲備

$530,5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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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5.00

($2,276.30)
($7,535.00)
($9,811.30)

$1,259,956.52

總資產

$1,259,956.52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詩篇四十二篇 1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