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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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惠琴牧師 

2017 年元旦(1/1)堂會舉行感恩見證主日，當日有六位姊妹分享過去一年從主領受的

恩典，縱然經歷之中有悲有喜，卻見恩典夠用。堂

會亦回顧去年舉辦的活動，跟弟兄姊妹一起回味開

心快樂時刻，體驗著「主恩常溢‧恩典夠用」！相

信深愛我們的上主必繼續在 2017 年和往後的日

子，不斷厚賜恩惠予屬祂的兒女；叫我們跟以賽亞

書 63:7b 同樣得著上主賜下恩澤家的大恩，叫我們

述說祂的慈愛和美德。在回顧、數算恩典之餘，也

帶著上主的祝福進入新的年度。 

進入 2017 年，本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及本

堂—恩澤堂，將分別舉行重要的慶祝活動。本會方

面，當然是那自去年開始積極籌備並已開展部份活

動的教會改革運動 500 周年慶典；堂會方面，恩澤堂成立為本會基本會員堂已踏入第 15

周年，執事團隊已準備成立堂慶籌備委員會，構思 15 周年堂慶的慶祝活動。無論是本會

或堂會，都希望透過慶祝活動，讓我們對教會的改革，基督信仰和教義，有正確理解，知

道並確認上主的信實和慈愛，激勵我們繼續履行主的託付，傳承使命，廣傳福音，叫人藉

上帝的恩典得著釋放，讓人在教會中健康成長。 

除了以上將舉行周年慶典外，本會也將於 5月 1日舉行的 2017 年會員/代表大會中，

選舉新一屆的監督、副監督、常務委員、章程修改委員及內部審計員，這是本會三年一度

的重大選舉。與此同事，香港五年一度的重大選舉，也將於 3 月 26 產生，那就是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首長選舉。屈指一算，特首選舉今年是第五屆，今年也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

年。可以想像，今年的慶回歸活動，勢必比往年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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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可預知的事有限，不可預知的事卻很多，預料影響力必定巨大。雖然我們不

能掌握明天或未來，但憑著我們信實、慈愛的主，就不必憂慮太多。記得有一、兩首初信

主時，經常在團契中分享詩歌，依然帶給我極大的鼓舞和安慰︰ 

第一首是「我知誰掌管明天」，特別是副歌︰ 

有許多未來的事情，我現在不能識透，但我知誰掌管明天，我也知誰牽我手。 

另一首是「我知誰掌管前途」 

我知誰掌管前途，我知祂握著我手；在神萬事非偶然，都是祂計劃萬有。 

故我面臨的遭遇，不論大小的難處，我信靠行奇事的神，一切交託主。 

弟兄姊妹，我們是上主的寶貴兒女，讓我們忠心跟隨，堅心信靠基督耶穌，時每刻經

歷祂賜給我們無窮無盡的愛和祝福︰「主愛無窮‧恩澤無盡」，阿門！ 

 

 

    

顯現期(Epiphany)原意就是顯現，就是上帝的顯明、顯現之意。上帝透過耶穌基督，顯

明自己給世人。「看見我的，就是看見差我來的那位。我就是來到世上的光，使凡信我的

不住在黑暗裡。」約 1：45-46 

古教會定元月六日為顯現期的第一個主日。這也是教會年曆最早開始的節日。歷史學

家報導說，小亞細亞與埃及兩地的教會已在第二世紀開始守這個節日。在第三世紀時的羅

馬，元月六日原為異教徒慶祝「太陽神生日」，後來東方教會將其納入基督教的慶典中，

為「真光」進入世界，而成為基督教的顯現日。第四世紀東西方交通發達了，東方教會接

受了西方教會的方式，看十二月二十五日為聖誕節，而元月六日定為向邦人顯現之日。 

顯現期具有三方面神學意義： 

1. 是慶祝耶穌的道成肉身住在我們當中，同時幾位東方博士來

朝，上帝將祂的救恩顯示給普世萬民； 

2. 是基督的受洗，「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

悅的。」(太 3：17）； 

3. 是慶祝耶穌在迦拿所行的第一個神蹟－使水變酒，祂藉此將

自己的榮耀，顯給門徒看。 

顯現期的主題 

馬太福音二章 1-12 節，很清楚地指出耶穌是那位彌賽亞，

我們的救贖主，「我們在東方看見祂的星，特來拜祂。」「敬拜祂」是顯現日，人們對耶

穌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的行動表現，並且告訴世人，耶穌就是那位「和平的君王」，我

們所敬拜的對象。 

顯現節是每年的元月六日，由於元月六日，可能不是主日，所以現今定元月二日至八

日中的主日為顯現日；而顯現期的長短是四個禮拜至九個禮拜之間，視復活節之安排而

定。此節期的主題為宣教和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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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整 體體體 消消消 息息息    
 2017年 1 月份執事會議暫停，2 月份會議將於 9/2(四)晚上 7:15舉行，是次會議一併

舉行團拜。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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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會已預備 2017 年月曆致贈各弟兄姊妹及新朋友，現尚餘少量，若未領取者，請於

招待處領取，每家乙份。 

 2017年 1 月至 2017 年 2月行事曆： 

29/1(日) 早上 10:30   新春崇拜 

9/2(四) 晚上 7:15    執事會議＋團拜 

崇崇崇 拜拜拜 消消消 息息息       
 15/1(日)承蒙王國江校長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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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日)承蒙信義宗神學院故玉藩牧師

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016 年度聖誕節期活動及崇拜已順利舉

行︰24/12 平安夜晚會+報佳音；25/12 

聖誕感恩崇拜。 

 1/1/2017(日)已舉行感恩見證分享主

日，當日有六位姊妹見證分享主恩典。

崇拜後頒發紀念品予參加讀經計劃的弟

兄姊妹，以鼓勵各人繼續勤讀聖言。 

團團團 契契契 消消消 息息息    
 團契部會每月第 5主日崇拜後舉行，29/1 適逢是年初二，故延期舉行，容後公布。 

 家庭團契於 8/1(日)崇拜後舉行火煱團年+編上半年週會，請各團友踴躍出席。 

 亞波羅小組 22/1(日)崇拜後舉行，週會待定。 

 弟兄小組已於 25/12(日)舉行感恩會，共 7 人出席。下月將於 22/1(日)舉行編週會。 

 長者團契將於 12/1(四)舉行團年；另，長者團契農曆新年期間暫停至 16/2(四)重開，

請組員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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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栽栽 培培培 消消消 息息息    
 每月第一主日崇拜後的屬靈書籍介紹時段，會擴闊分享範疇，除屬靈書籍分享外，也

可分享詩歌、文章、見證……；2017 年開始此時段改名為「屬靈天地‧由靈開始」，

誠邀弟兄姊妹踴躍分享及參與。請聯絡兩位部長︰馬錦靈執事、杜麗燕執事。另，如

欲借閱書籍，請在設於禮堂一門外的圖書櫃，自行借閱。 

 本部已於 1/1/2017(日)感恩見證主

日崇拜中，致送紀念品予參與讀經計

運動之 6 位弟兄姊妹。另外，讀經計

劃在完成閱讀《箴言》後，暫停至

5/3/2017，讓弟兄姊妹可繼續閱讀未

完成的經卷。5/3 開始閱讀歷《傳道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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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天說地茶聚每月第一、三主日崇拜

後舉行，歡迎慕道及初信朋友參加。 

 AWANA 兒童事工已於 18/12/2016(日)

舉行聖誕聯歡會，當日除有遊戲時間

及大食會外，更特別安排小型 Awana 

store 換物會，小朋友以積分換領禮

物，各人都滿載而歸。另外，AWANA 學

生也於 24/12 堂會舉辦之平安夜晚

會獻唱，當晚出席 AWANA的家長，部

份還跟堂會弟兄姊妹一起出外報佳

音。 

 長者查經逢週四上午 10:00舉行，現正查考《詩篇》，歡迎長者肢體參加；另，長者

查經於農曆年前後暫停，16/2(四)重開。 

 秀茂坪婦女查經隔週三上午 10:30舉行，歡迎居住官塘區婦女參加。 

拓拓拓 展展展 消消消 息息息    
 本部已於 1/1/2017 崇後舉行部會，也邀得關心堂會福音事工推展之弟兄姊妹列席，

提供意見，盼望在群策群力之下，能將耶穌基督的福音種籽撒下，植根未得聞者的心。 

 社區佈道每月第一主日早上 9:30舉行，1/1(日)共有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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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10/1(二)兒童崇拜及於堂會舉行家長加油站–界刂 水仙花頭。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10/1(二)親子活動，14/1(六)老師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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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同同 工工工 消消消 息息息    
 吳玉燕幹事將於 15/1取放例假，16/1(一)照常當值。 

中中中 心心心 消消消 息息息    
 28/1 至 3/2 為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農曆新年假期，中心暫停開放，4/2(六)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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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將於 25/2/2017(六)舉行「教會改革運動 500 週年步行籌款」，有關詳情如下︰

主題：「合一同心向前行」，目的：支持 500周年各項活動及出版事工，籌款目標：

港幣四十萬元，集合時間：上午 8 時 30 分(瀝源邨小型足球場)，起步禮：上午 9 時，

感恩禮：中午 12時（馬鞍山信義學校舉行），路程：沙田多元化金齡服務中心步行

至馬鞍山信義學校（步畢全程約需 1.5至 2小時）。步行完畢，會於馬鞍山信義學校

舉行感恩禮，敬請留步參加。鼓勵個人籌款目標為港幣$888（多少不拘）。查詢及報

名，請與同工聯絡。 

 本會信徒培育部聖樂及禮儀工作小組將舉辦「司琴訓練班」課程，詳情如下： 

目標：讓司琴有進深事奉的機會，日期：2017年 2 月 15、22日及 3月 8、15及 22日

（逢週三，共五堂），時間：晚上 7 時 30分至 9 時 30分，地點：信義樓，導師：伍

中恩教授，對象：現擔任司琴者，名額：20名，費用：$800， 

截止日期：2017 年 2 月 8日。 

 

 

 

2016 年 12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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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60 32 92 

11/12 56(50) 36(3) 92(53) 

18/12 61 37 98 

25/12 79(73) 0 7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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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澤堂 2016 年 11 月份收支報告 

     

收入   支出 

主日奉獻  $3,181.90    同工及幹事薪津及公積金 $41,106.00  

常費奉獻  $20,800.00    崇拜部  $17,520.20  

感恩奉獻  $16,450.00    團契部  $205.00  

節期奉獻  $1,700.00    栽培部  $407.80  

鮮花奉獻  $1,100.00    拓展部 $0.00  

聖工拓展奉獻  $22,350.00    行政部 $3,187.00  

神學教育奉獻  $0.00    其他支出 $0.00  

慈惠奉獻 $900.00       

宣教奉獻 $0.00       

其他奉獻/代轉奉獻 $0.00       

利息收入 $0.00       

其他收入 $9,440.00       

本月收入 $75,921.90    本月支出 $62,426.00  

      本月盈餘/(赤字) $13,495.90  

     

恩澤堂 2016 年 11 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 動 負 債 $0.00    流 動 資 產   

     往來戶口  $666,891.22  

     儲蓄戶口  $108,328.28  

基   金    現金  $5,000.00  

普通儲備  $251,691.83       

         

發展儲備  $298,156.25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216,875.52       

本月盈餘／(赤字) $13,495.90       

累積盈餘／(赤字) $230,371.42       

        

        

總負債及基金 $780,219.50    總資產 $780,21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