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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惠琴牧師 

每年暑假、聖誕及新年期間都是旅遊旺季，能趁假期安排數天到國外或國內走一走、

鬆一鬆，實在是一件賞心樂事！ 

感謝主！本人分別於 6 月中及 8 月初參加旅行團到國內的青島和台山旅遊，雖然兩次

行程總共只是短短的七天，卻在這充滿完美意思的「七」天裡，欣賞到上主的美好創造、

經歷上主的豐富供應，讓我能舒暢身心，不單在大飽眼福、得享口福之餘，更親嚐主恩滋

味的甘甜！ 

兩次旅程的天氣均是炎熱，但旅途平安又愉快。在享受假期之餘，能增廣見聞，更從

旅行團安排的活動中，領略到生命和事奉上一點點啟廸︰ 

青島之旅︰行程安排參觀啤酒廠，在廠內有一項自由參加的活動，就是要獨自一人走

進一間，營造飲醉酒感覺的房間裡，讓參加者經歷一下！為安全及加強趣味性，房間內設

有直播，所有站在房間外面的團友及工作人員，都可從電視直播看見房間內參加者的情

況。於是，很多惹笑的「醉態」呈現眼前。 

有一、兩位平衡力較佳的團友，能昂然穩步走出房間，非常神氣！但我跟大部份參加

者在這房間裡，卻站立不穩、搖搖晃晃，還要慌慌張張地往四面尋找扶手，緊握著扶手後，

帶著腳步浮浮之感走出房間，想起來既滑稽又好笑！ 

在現實生活中，縱然沒有酒精的影響，生命仍會出現搖晃、昏亂、缺乏安全感的情況。

因我們長期生活在忙碌、忙亂之中，又要面對、承受來自家庭、工作、學習及人際關係上

的壓力。我們極需要扶持及幫助，讓自己穩定、安靜下來。在信徒的經歷中，有弟兄姊妹

的支援，非常窩心！但更重要的是，懂得緊握主手，心就能安穩；依靠主，能逐步走出迷

茫或困境；祂必引領我們度過難關，脫離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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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之旅︰行程安排到草原上放風箏，起初團友們對這

久違了的兒時玩意，興趣不大。但當置身草原，有山、有水、

有風的大自然美景中放風箏，份外投入、興奮。風箏乘風飛

上天空之際，更是雀躍！大家的目光只專注飛翔在空中的風

箏(如右圖)。 

若問圖中三人誰在放風箏呢？答案是誰都不緊要，因她

們正互相合作和守望著在空中飛翔的風箏！這令我想起曾

讀過一篇題目相同的文章︰「誰在放風箏呢？」 

文章內容︰一位牧師向一群孩童傳福音。他先跟孩童們

講解風箏的製作。結束時，牧師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請問，到底是誰在放風箏呢？」小男孩說︰「當然是我啦！

難道風箏自己會飛不成。」這時候，風說話了︰「你錯了，是我在放風箏，沒有我，風箏

還飛得成嗎？」線說︰「且慢，是我在放風箏，沒有我，風箏有什麼用！」尾巴說︰「可

惜你們都錯了，是我在放風箏！風箏是由我操縱的，這點常識難道你們都不懂嗎？」 

究竟是誰在放風箏？他們都錯了，其實他們也都沒有錯，因為各有各的功用。 

那位牧師接著說︰「信徒組成上帝的教會，每一個人都像風箏的一部分。聖經把教會

比喻為一個人，每位信徒分別是身上的手、腳、眼、鼻子和其他器官。這些部分各司其職，

配合起來，才能正常地運作。耶穌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努力做工，各人盡自己的本分。小

朋友，記住這個教訓，大家通力合作，才能把風箏送到天上飛。」 

我們不再是小朋友，更明白教會的肢體需要團結、合作，不可圖謀自己的利益，應當

凡事榮耀上帝。願我們彼此守望、相親相愛、同心合一，齊作主工，建立並且堅立上帝的

教會，讓更多人透過我們的服事，認識主耶穌，領受祂的恩典，重生得救，得享主子女的

名份！阿們。 

 

2017 年 7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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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7 71 36 107 

09/07 87(68) 34(4) 121(72) 

16/07 58 3 61 

23/7 0 0 0 

30/07 64 6 70 



 

 

 

整整整 體體體 消消消 息息息    
 8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17/8(四)晚上 7:00 舉行，是次會議靈修分享︰陳玉娟執事。 

 2017-2018 年度(二十六屆)教友週年大會將於 3/9(日)崇拜後隨即舉行，是次會議將

選出新一屆執事。凡本堂會友務必出席，歡迎關心本堂發展之弟兄姊妹列席；教友大

會會議通告、議程及年報將分別於 8 月中旬及下旬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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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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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8 月至 2017 年 9月行事曆： 

3/9(日) 崇拜後 2017-2018年度(二十六屆)教友週年大會 

10/9(日)上午 10:30 Awana導師嘉許禮 

崇崇崇 拜拜拜 消消消 息息息       
 20/8(日) 承蒙挪威差會中國代表張雅各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3/9(日) 承蒙道聲出版社社長梁美英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堂會 15 周年堂慶已於 9/7(日)舉行

感恩聖餐崇拜；崇拜後隨即舉行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結業禮，

頒發結業證書予各學員。Awana 學

員家長應邀出席感恩崇拜及結業

禮。而 Awana 學員更為堂慶獻唱，

大家聚首一堂，慶祝堂慶及學員結

業。在堂會慶祝部份結束後，報名

參加堂慶感恩聚餐的弟兄姊妹隨即

前往酒樓，筵開五席，氣氛熱烈，

感謝主！ 

 由於香港天文台於 23/7(日)清晨懸

掛八號烈風訊號，當日主日崇拜取消。 



 

團團團 契契契 消消消 息息息    
 團契部會議已於 30/7(日)崇拜後舉行，會議中除了匯報各團契/小組現況、堂會各部

事工近況、編排每月二主日崇拜後祈禱會輪值人員，更定於 24/9(日) 崇拜後舉行本
部退修，請各團契/組長預留時間出席。 

 長者團契 7-8月暑假暫停，14/9(四)重開，請各長者留意。 

 7月份家庭團契已於 9/7跟堂慶一併舉行；8月份團契於 13/8 舉行，內容︰經文、詩
歌分享，請各團友預備，分享的話和詩
歌滋潤我們的心靈，為屬靈生命加加油。 

 原定 23/7(日) 舉行之弟兄小組、亞波
羅小組，均因當日懸掛八號烈風訊號取
消；下月舉行日期為 27/8(日)。 

 Awana 家長小組已於 6/8(日)假西貢戶
外康樂中心舉行黃昏營。各人投入參
與，盡享營內設施，家長們更可增加彼
此認識！各人盡興而回，連同工共 13
人出席。 

栽栽栽 培培培 消消消 息息息    
 「屬靈天地‧由靈開始」於每月第一主日崇拜後舉行，6/8 由馬錦靈執事分享《跟耶

穌學金錢管理》一書。誠邀弟兄姊妹踴躍分享及參與。分享包括︰屬靈書籍、文章、
詩歌、見證；另，如欲借閱書籍，請在設於禮堂一門外的圖書櫃，自行借閱。 

 讀經計劃已進入閱讀舊約聖經的最後部份︰十二先知書；鼓勵弟兄姊妹於 23/7 至
29/8(約 40多天內)完成閱讀。讀經計劃自 2014 年 3月開始閱讀新約《馬太福音》至
今歷時 3 年多。恭喜持續參與計劃的弟兄姊妹，你們已讀畢全本聖經！願大家繼續勤
讀聖言，經歷屬靈生命在上帝說話的指引和滋養下成長，更明白上帝的心意！ 

 祈禱鏈內容於主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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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已於 9/7 堂慶
活動中舉行結業禮，當天除了頒發証書及
獎章予學員，學員更為堂慶獻唱，有多位
家長出席，氣氛熱鬧。 

 Awana 兒 童 品 格 培 育 課 程 新 年 度
(2017-18)名額已滿，將於 17/9(日)開
課，求主加靈賜力予籌備團隊，叫各人在
學習與事奉過程中能與主更靠近。 

 為鼓勵及感謝 Awana 事奉團隊在過去學
年的忠心事奉，本部將分別 27/8(日)及 10/9(日)舉行 Awana 團隊感恩宴及導師嘉許
禮。求主加靈賜力，讓各人在事奉中經歷從主而來的喜樂！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 2017-2018 年度，將於 17/9(日)開課，當日將於學生上課時
段，同步舉行家長簡介會；另，崇拜後舉行導師、助教會議，並請各弟兄姊妹為學生
及所有參與事奉的人員禱告，讓眾人在學習與事奉過程中能與主更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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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查經逢週四上午 10:00舉行，7 月至 9 月中旬暑假期間暫停舉行，請各組員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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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暑假期間
(7-8月)暫停，9月重開。 

拓拓拓 展展展 消消消 息息息    
 社區佈道每月第一主日早上 9:30舉行，6/8(日)共有 5位弟兄姊妹出隊，下次出隊日

期︰3/9。積極鼓勵弟兄姊妹參與派福音單張，這不單讓區內街坊知道教會所在，更

能參加崇拜，認識福音。 

 堂會+中心福音合作事工︰計劃於本年 10-12 月舉行家長活動︰繪本故事工作坊。透

過跟家長分享繪本故事、講故事技巧帶出福音；社工會分享如何加強親子關係技巧。

求主讓我們有更多機會，接觸本區婦女，分享基督信仰。 

 將軍澳幼稚園及健明幼兒學校事工於暑假期間暫停，9月中再進行。 

中中中 心心心 消消消 息息息    
 10/9(日)下午為中心 10-12 月活動報名日，當日中心下午開放，請 Awana導師留意場 

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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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宗聯會因著記念教會改革 500周年，將在 8月 25-27 日(五至日)舉辦名為「籍上

帝恩典得釋放」佈道會。講員︰羅祖澄牧師，時間︰晚上 8 時正，地點︰本會真理堂。

請各位弟兄姊妹踴躍邀請親友赴會。有關詳情，請參閱海報及宣傳單張。 

 2017 年「教會改革運動」踏入 500 周年，為紀念這個重要的日子，香港信義宗聯會

與基督教協進會將於今年 10 月 31日（週二）晚上 8時於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攜手合

辦《教會改革運動 500周年紀念》聯合崇拜，主題為「從衝突到共融」。邀請弟兄姊

妹預留時間出席。 

其其其 他他他 消消消 息息息    
 香港讀經會將於 9 月 17 日(主日)下午 3:00-5:15 假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舉行全民讀經同樂日，當日活動內容有培靈短講、同樂攤位專題分享、兒童活動區等，

詳情可參閱海報或瀏覽以下網址︰www.hksu.org.hk/biblefunday 

 世界宣明會為身陷戰火六年多的敍利亞難民舉行名為「童享和平」步行籌款，日期︰

10月 21 日(六)， 時間︰上午 10時至下午 1時，步行地點︰清水灣鄉村俱樂部(路程

共 4公里，估計可於兩小時內完成。大會提供免費旅遊巴士往來清水灣鄉村俱樂部及

將澳港鐵站)，內容︰開步禮、敍利亞難民故事、互動教育…，組別︰個人、小組(2-7

人 )、團體 (8-20 人 )，最低籌款額︰每人 $300，報名及詳情請瀏覽網址

www.worldvision.org.hk/peacewalk 

http://www.worldvision.org.hk/peacewalk


 

 

恩澤堂 2017 年 6 月份收支報告 

     

收入   支出 

主日奉獻  $3,135.60    同工及幹事薪津及公積金 $41,689.00  

常費奉獻  $18,700.00    崇拜部  $2,374.90  

感恩奉獻  $14,150.00    團契部  $674.60  

節期奉獻  $200.00    栽培部  $3,786.00  

鮮花奉獻  $500.00    拓展部 $1,410.00  

聖工拓展奉獻  $19,800.00    行政部 $4,476.00  

神學教育奉獻  $2,000.00    其他支出 $743.40  

慈惠奉獻 $5,500.00       

宣教奉獻 $6,100.00       

其他奉獻/代轉奉獻 $0.00       

利息收入 $1.07       

其他收入 (堂慶聚餐報名費+Awana報名費) $8,140.00       

本月收入 $78,226.67    本月支出 $55,153.90  

      本月盈餘/(赤字) $23,072.77  

     

恩澤堂 2017 年 6 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 動 負 債 $0.00    流 動 資 產   

     往來戶口  $764,623.62  

     儲蓄戶口  $108,330.43  

基   金    現金  $5,000.00  

普通儲備  $472,339.73       

         

發展儲備  $301,656.25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80,885.30       

本月盈餘／(赤字) $23,072.77       

累積盈餘／(赤字) $103,958.07       

        

        

總負債及基金 $877,954.05    總資產 $877,95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