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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年年主主題題異異象象：：願願祢祢復復興興我我!!  
 
 
 

 

鍾漢強弟兄 

猶太人被擄後七十年，因着波斯王古列推翻巴比倫後准許各國被擄之民回歸，他們歡

天喜地獲釋回歸故土，並且重建聖殿。雖然新殿的根基於回歸次年已築好，可是之後建殿

工程擱置了足足十六年。雖然當中有來自異邦人對他們建殿的百般阻撓，但主要困難為回

歸後的猶太人開始把注意力轉到自己的生活享受上（1︰4，9) 

於大利烏作王次年（主前 520 年），哈該奉神的名斥責猶太人忽略聖殿的建造工程，

並鼓勵眾人齊心合意恢復工作。他是猶太人被擄後，獲釋放歸國後的第一位先知，有資料

分析指他當在主前六世紀猶太人被擄巴比倫期中出生，按(2︰3)所說，他似乎曾目擊所羅

門聖殿被毀。他作先知説預言的時間並不長，只歷時三個月零二十三天，時間上這麼清晰

是因為他五篇信息都註明日期。他共說了五篇鼓勵百姓完成新殿工程簡短但有力的信息。

而《哈該書》亦只有短短的兩章共三十八節。 

第一章有他兩篇信息，首先是促百姓反省疏忽神殿的罪（1︰2 - 12），繼而重申神

與他們同在（1︰13 - 15）；第二章，他讓百姓曉得新殿雖不及舊殿輝煌，榮耀卻勝舊殿，

預言了基督要來的榮耀（2︰1 - 9），並且他們不能憑聖地的聖潔使他們聖潔，唯有遵守

神教導才是得福之源（2︰10 - 19），最後神預告最後的勝利，神的國度在地上建立（2︰

20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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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全書信息，哈該傳達的是復

興和重建，與被擄前和被擄期中先知

注重刑罰、側重安慰的宣告不同。在

短短不到四個月中，他沒有用金錢，

也不靠勢力，只是憑神口中的話，眾

民得到這些信息的鼓勵，恢復了建殿

的工作，並於四年內就完成了。 

最後一提，讀此書卷應和《撒迦

利亞書》互相對照，並參考以斯拉記

提供的歷史背景，使對信息和當時情

況有更全面了解。 

 

 

 

 

2016 年 9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日     期 崇拜人數(受 餐) Awana兒童(受 餐) 總  人  數 

04/09 69 6 75 

11/09 71 (60) 12(5) 83(65) 

18/09 71 38 109 

25/09 76(66) 41(5) 11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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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整 體體體 消消消 息息息    
 2016-2017年度第一次新舊執事聯席會議已於 12/9(一)舉行，經互選後各部執事分工

如下︰主席︰賴炳輝、財政︰劉素貞、文書+崇拜︰張雅雯、團契︰陳玉娟、栽培︰
馬錦靈(正)、杜麗燕(副)及拓展︰林楚儀。請為團隊及各執事之事奉祈禱。下次執事
會議暨計劃日將於 16/10(日)下午 1:00-5:00舉行，靈修分享︰陳玉娟執事。 

 2016-2017 年度執事就職禮於 16/10(日)崇拜中舉行；另，當日崇拜後將舉行執事會
議暨計劃日，願主加靈賜力予各執事，齊心事主，推展聖工。 

 2016年度鮮花認獻表已張貼於禮堂招待處，請弟兄姊妹踴躍認獻，每份港幣一百元。 

 本港已進入風、雨季節，有關本堂活動在暴風、暴雨警報下之安排如下： 

一、 在活動舉行前兩小時內，若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報或 8 號烈風訊號，所有活
動 (包括崇拜)將予取消。 

二、 在活動舉行當日早上 8時或之後，若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報或 8號烈風訊號， 
所有戶外活動，將予取消。 

三、 在活動舉行當日早上 8時或之後，若天文台發出紅色暴雨警報或 3號烈風訊號， 
所有幼、少及耆年活動，將予取消。 

 2016年 10月至 11月行事曆： 

16/10(日) 上午 10︰30    執事就職禮 

16/10(日) 崇拜後     執事會暨計劃日 

23/10(日) 上午 10︰30            教會改革運動主日 

30/10(日) 崇拜後                 團契部會 

13/11(日) 9:00-4:00    戶外崇拜–烏溪沙青年新村 

崇崇崇 拜拜拜 消消消 息息息       
 16/10(日)承蒙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紅磡堂榮譽顧問梁銘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3/10(日)承蒙道聲出版社副社長梁美英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另，當日為
「教會改革運動主日」，崇拜後設道聲書攤，讓弟兄姊妹認識相關書籍及有折扣優惠
購買書籍。 

 30/10(日)承蒙冼杞烈校長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13/11(日)舉行戶外崇拜，地點︰烏溪沙青年村，內容︰崇拜、集體遊戲、燒烤，設
旅遊巴接送；名額︰150 名，費用︰成人$80，小童、長者及全日制學生$40。歡迎弟
兄姊妹邀請親友家人一同參加，23/10 截止報名，欲報從速。 

團團團 契契契 消消消 息息息    
 家庭團契已於 9/10(日)舉行查經，由陳牧師負責。連同工共八人出席。下月週會(13/11)

因參加堂會戶外崇拜，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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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波羅小組 23/10(日)崇拜後舉行，請各組員預留時間出席。 

 弟兄小組已於 25/9(日)舉行查經，共 8 人出席，23/10

題目︰「分享︰自由吹水」。 

 長者團契已於 13/10(四)舉行，當日移師香港維多利亞

公園進行，各組員分享近況、唱詩及祈禱後一起午膳，

連同工共 9人出席。 

栽栽栽 培培培 消消消 息息息    
 屬靈書籍介紹及書攤每月第一個主日崇拜後舉行，10

月份由楊少華姊妹負責，介紹書籍《信心是一把梯子》。

由本月開始每月第一主日不設書攤於禮堂，因禮堂裝修

後，圖書櫃已移往禮堂一門外圖書櫃，請弟兄姊妹自行

借閱。 

 讀經運動現正閱讀《約伯記》並將於 21/10(五)完成，

22/10(六)開始閱讀《詩篇》。讀經卡已預備，請於招待處索取；鼓勵大家繼續勤讀

聖言。 

 16/10(日)之主日學將延至 20/11(日)崇拜後舉行，導師︰王安妮姊妹。誠邀弟兄姊妹

踴躍參加。 

 為鼓勵及推行禱告操練，誠邀弟兄姊妹參加每月第二主日崇拜後及每月第三主日崇拜

前之祈禱會；讓我們為教會守望，祈求主復興我們！ 

 祈禱鏈內容於主日早上以電郵發送給各肢體，並在團契部電話群組發放，鼓勵大家多

為身邊的人和事禱告。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 2016-2017 年度已於 18/9 開課，當日並舉行家長會，今年

AWANA學生人數為 50 人，請弟兄姊妹為 AWANA團隊的事奉禱告，求主加力 

 長者查經已於 6/10(四)重開，連同工共 9人出席，現正閱讀經卷《詩篇》。 

 秀茂坪婦女查經已於 12/10(三)重開，連同工共 5 人出席。 

拓拓拓 展展展 消消消 息息息    
 社區佈道每月第一主日早上 9:15 舉

行，2/10(日)只有 2 位弟兄姊妹出隊，

誠邀大家積極參與派福音單張，讓區內

街坊知道教會所在地點，參加崇拜，認

識福音。 

 本部原定於 11/9(日)崇拜後探訪位於

日出康城之「康城松山府邸」安老院，由於當天安老院活動調配及溝通問題，探訪活

動需臨時取消，將另定日期舉行。另，當日籌委決定邀請預備節目及參加服事之兄姊

妹留在教會一起預祝中秋節！各人均極之投入，感謝主，大家得享美好的團契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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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福音合作事工︰「家愛和平大使培

訓」及講故事技巧工作坊，已於 7/10(五)

開始。工作坊由社工教導家長認識和平的

概念及預防與家人衝突的小貼士；除教導

和諧相處以提昇親子關係外，堂會也可在

相處方面作屬靈分享，更可透過分享講故

事技巧，帶出有基督信仰家庭的優點；工

作坊尚有三次活動(隔週五上午舉行)及

於 4/12(日)舉行家庭營；盼望能撒下福音

種籽。求主祝福事工並邀請弟兄姊妹以禱

告及行動支持事工。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11/10(二)兒童崇拜

及於堂會舉行家長加油站–捲紙藝術，共

18位家長參加。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15/10(六)老師團

契。 

同同同 工工工 消消消 息息息    
 吳玉燕幹事將於 19-25/10 取放補假及年假，26/10(四)照常當值。 

總總總 辦辦辦 事事事 處處處 及及及 神神神 學學學 院院院 消消消 息息息    
 香港信義宗聯會主辦「迎向《教會改革運動 500

周年紀念》聯合崇拜」將於 10 月 23 日下午 3:30
假本會真理堂舉行。鼓勵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同頌主恩。有關詳情，請參閱宣傳海報。 

 信義宗神學院將於 10 月 30 日下午 3 時舉行步
行籌款，目的是要為信義宗神學院的神學教育
事工籌募經費。當日的步行路線以大圍宣道會
鄭榮之中學為起點，並以信義宗神學院為終
點。參加詳情，請與教牧同工聯絡。 

 本會婦女團契聯會訂於 11月 12日(六)下午 2時
至 4 時假本會天恩堂舉行第三十九屆感恩奉獻
禮。感恩奉獻禮內容包括信息分享、為神學教
育奉獻、才藝表演及茶點。鼓勵弟兄姊妹踴躍
赴會，在這感恩日子，一起數算主恩。 

其其其 他他他 消消消 息息息    
 第 32 屆基督教聯合書展定於 14/10-22/10 假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舉行，展覽期間設有文化「講」場、親子伴讀及 DIY 工作坊…等，

免費入場，詳情請閱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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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澤堂 2016 年 8 月份收支報告 

     

收入   支出 

主日奉獻  $3,079.50    同工及幹事薪津及公積金 $40,116.00  

常費奉獻  $25,000.00    崇拜部  $1,693.90  

感恩奉獻  $41,900.00    團契部  $369.60  

節期奉獻  $50.00    栽培部  $1,095.30  

鮮花奉獻  $300.00    拓展部 $633.50  

聖工拓展奉獻  $20,800.00    行政部 $3,850.00  

神學教育奉獻  $1,000.00    其他支出 $338.80  

慈惠奉獻 $1,900.00       

宣教奉獻 $1,050.00       

其他奉獻/代轉奉獻 $0.00       

利息收入 $0.00       

其他收入 $0.00       

本月收入 $95,079.50    本月支出 $48,097.10  

      本月盈餘/(赤字) $46,982.40  

     

恩澤堂 2016 年 8 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 動 負 債 $0.00    流 動 資 產   

     往來戶口  $640,350.32  

     儲蓄戶口  $108,328.28  

基   金    現金  $5,000.00  

普通儲備  $253,191.83       

         

發展儲備  $296,656.25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156,848.12       

本月盈餘／(赤字) $46,982.40       

累積盈餘／(赤字) $203,830.52       

        

        

總負債及基金 $753,678.60    總資產 $753,678.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