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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惠琴牧師 

本會去年 7月 2 日舉辦「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

嘉年華會暨工作坊，作為教會改革 500周年紀念活動

的序幕，當日透過攤位遊戲、展覽、討論，讓參加的

信徒對教會改革運動和基督教的由來有更多的認識。 

嘉年華會之後，隨即展開一連串不同型式的紀念

活動，有神學講座、聖樂崇拜、佈道會、步行籌款、

德國及中國河南尋根之旅…，並將於本年 10月 31 日

聯同信義宗聯會及基督教協進會假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教會改革運動 500周年感恩崇拜。 

為讓信徒對教會改革有更多認識，信義報自本年 1 月開始增設「教會改革詞彙巡禮」

專頁，講解教會改革信仰詞彙的概念，為期一年。自本年二月開始至

十二月，分別講解十一個信仰詞彙︰「聖經」、「罪」、「悔改」、

「信心」、「恩典」、「基督徒的自由」、「善行」、「信徒皆祭司」、

「教會」、「成聖」和「聖禮」。當然，信仰並不僅以這十一個詞彙

作核心或總結，只是為期一年的篇幅所限，只能有十一次的分享。鼓

勵大家連結︰http:/bit.ly/ELCHK-500ML-W QR Cde 作詞彙延伸閱讀。  

在這十一個詞彙當然包括教會改革先鋒—馬丁路德從聖經及上帝領受後，確立信義宗

信仰教義—四個唯獨︰ 

✽唯獨聖經︰路德從研讀教會歷史和聖經，認定聖經的權威與權柄在教宗、教會議會和教 

父之上，是全基督教會和所有信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準繩。 

✽唯獨信心︰路德認為我們得上帝稱為義，是因為「本於信，以至於信。」意思是本於上 

帝的信實，祂在耶穌裡把祂的義，藉著耶穌為我們這些罪人死而賜予我們。」 

✽唯獨恩典︰就是藉恩因著信而得稱為義。強調人的得救完全是出於上帝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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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似乎欠缺唯獨基督。其實，路德是主張三個「唯獨」︰「聖經」、「恩典」及「信

心」。後來將這三個唯獨串連起來，就成為第四個「唯獨基督」。因為藉著耶穌基督的受

死，我們得到上帝的救恩，即是恩典。我們能得著恩典，全是因相信基督，即是信心，而

整本聖經更是以基督為中心，即是聖經。 

由於四個唯獨是信義宗的重要教義，故此，為讓肢體

更能掌握，堂會特於 9月至 10 月設有專題講道，讓我們

一起在教會改革 500 周年的日子，對我們的信仰有更多的

認識和反思。 

 

                                                           

 
聖誕節聖洗禮及堅信禮 

主耶穌話：「信而受洗的必定得救」 

洗禮的主要意義，是藉著洗禮歸入基督的死，將舊人與耶穌同釘

十字架，與祂一同埋葬，然後藉著主的復活，我們也與基督一同復活，以後就與基督

同活，一舉一動都有新生的樣式。(參羅馬書六章) 

洗禮也是耶穌給門徒一個命令，不但是洗禮，並且要遵行主所教導的，在

主裡繼續不斷成長，經歷主同在的應許。(參馬太福音廿八章) 

本堂定於十二月廿五日(星期一)舉行聖洗禮、堅信禮及轉會禮，凡已在本堂穩

定參加崇拜或團契，有意於聖誕節期接受洗禮、堅信、轉會者，請向同工報名參加學

道班。如有特別原因，或因時間限制未能出席學道班，亦請即向教牧洽商。 

2017年聖誕節期學道班將於 15/10開始，逢星期日下午 2時至 4時正，課

程安排如下： 

日期 內  容  日期 內  容 

15/10  課程簡介 + 救恩與我  19/11  本會信仰 II 

22/10  認識崇拜禮儀  26/11  受託—事奉與奉獻 

29/10  聖禮觀  3/12  退修日(2至 6時，戶外舉行) 

5/11  本會信仰 I    

-----報名表格，可向教牧同工索取---- 

負責同工：陳惠琴牧師 



 

 

整整整 體體體 消消消 息息息    

 2017-2018年度(二十六屆)教友週年大
會已於 3/9(日)順利舉行，當日出席會
友︰49人，列席︰6 人，會議中選出新
一屆執事︰林逸勉、劉素貞；任期三年。
懇請弟兄姊妹為他們之事奉代禱。另，
堂會特此感謝卸任的執事︰賴炳輝弟兄
過往忠心事奉，求主親自報答他的辛
勞，願主賜福並使他繼續在不同崗位上
發揮恩賜，服事教會。 

 新舊執事聯席會議及新一屆執事會議將於 22/9(五)晚上 7:15 舉行，是次會議將互選
各部執事。是次靈修分享︰張雅雯執事。請為各執事之事奉祈禱。 

 8/10(日)舉行新一屆執事就職禮，願主加靈賜力予各執事，齊心事主，推展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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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至 2017 年 10月行事曆： 

10/9(日)上午 10:30 Awana導師、助導及短講員嘉許禮 

17/9(日)上午 10:15 Awana 開學禮暨家長會、開學檢討會 

7/10(六)下午 2:00-6:00  全教會崇拜事奉人員退修日 

8/10(日)上午 10:30  執事就職禮 

崇崇崇 拜拜拜 消消消 息息息       
 17/9(日)承蒙余少霞傳道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15/10(日)承蒙冼杞烈校長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7/10(六)下午 2:00-6:00於堂會舉行全教會崇拜事奉人員退修日，誠邀所有崇拜事奉

人員出席。內容︰靈修、各事奉崗位意見交流分享。 

 12/11(日)將於鯉魚門公園度假村舉行戶外崇拜，內容︰崇拜、玩營內康樂設施及燒

烤，堂會設旅遊巴士接載往返營地。請踴躍報名及邀請親友參加，收費、報名各項詳

情，容後公布。 



 

 由於香港天文台於 27/8(日)早上懸掛八號颱風訊號，當日主日崇拜取消。 

團團團 契契契 消消消 息息息    
 本部將於 24/9(日)崇拜後舉行退修，請各團契/組長預留時間出席。 

 10/9(日)崇拜後舉行祈禱會，由陳兆峰弟兄負責。 

 10/9(日)崇拜後舉行家庭團契，題目︰查經/經文分享，組長何松齡負責，請各團友
預備以主的話互勉，一同領受主的恩言！下月團契將於 15/10(日)舉行戶外遊，由何
利源弟兄負責。  

 長者團契將於 14/9(四)重開，請各長者留意並預留時間出席。 

 原定 27/8(日) 舉行之弟兄小組及亞波羅小組，均因當日懸掛八號颱風訊號取消。 

栽栽栽 培培培 消消消 息息息    
 原定 3/9 崇拜後舉行之「屬靈天地‧由靈開始」，因舉行教友週年大會暫停一次。繼

續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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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計劃已於 29/8(二)完成。恭喜持續參與計劃的弟兄姊妹，你們已讀畢新舊約聖經
一次！願大家持續勤讀聖言，經歷屬靈生命在上帝說話的指引和滋養下成長，更加明
白上帝的心意和對我們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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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鼓勵及感謝 Awana 事奉團隊在 2016-2017 學年的忠心事奉，原定於 27/8(日)舉行
Awana團隊感恩宴，可惜因當日颱風襲港而取消，本部將於日後再安排。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於 10/9(日)舉行 2016-2017 年度導師、助導及短講員嘉許
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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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8 年度 Awana 兒童品格培育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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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後舉行開學檢討會。請弟兄姊妹為學生及所有參與事
奉的人員禱告，大家更得力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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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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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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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日)共有 6位弟兄姊妹出隊，下次出隊日

期︰1/10。積極鼓勵弟兄姊妹參與派福音單張，這可讓區內街坊知道教會所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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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將於 29/10(日)、4/11(六)及 8/11(三)舉行「床邊關懷技巧工作坊」，內容︰講

座、探訪及分享(參加者必須出席三個項目)，費用全免，惟探訪交通費自備。講員︰

羅群英牧師(主愛堂牧者及義務院牧)。名額︰15 人，截止報名日期︰23/10。報名及

查詢，可聯絡林楚儀執事或陳惠琴牧師。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12/9(二)商議本學年事工及活動、10/10(二)兒童崇拜及家長加

油站。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14/10(六)老師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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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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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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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家庭關顧部婦女團契聯會將於 11月 11日下午 2時至 4時假本會元朗生命堂舉行

第四十屆感恩奉獻禮，當日內容有信息分享、為神學教育奉獻、才藝表演、茶點。鼓

勵弟兄姊妹踴躍參加，詳情請參閱海報。 

 信義宗神學院分別於 22/9、3/11、1/12 及 17-19/12舉行「與路德重探心靈改革」講

座，地點及時間，請詳閱海報。 

 信義宗神學院將於 20-21/10舉行「改會改革 500周年神學講座」，詳情請參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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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8月 份 主 日 出 席 統 計 

 

日     期 崇拜人數(受 餐) 兒童(受 餐) 總  人  數 

06/08 52 3 55 

13/08 60(51) 8 68 

20/08 56 6 62 

27/08 懸掛八號颱風訊號，主日崇拜取消 



 

 

恩澤堂 2017 年 7 月份收支報告 

     

收入   支出 

主日奉獻  $3,637.00    同工及幹事薪津及公積金 $41,689.00  

常費奉獻  $21,600.00    崇拜部  $2,838.90  

感恩奉獻  $9,450.00    團契部  $192.00  

節期奉獻  $0.00    栽培部  $2,232.80  

鮮花奉獻  $700.00    拓展部 $0.00  

聖工拓展奉獻  $21,300.00    行政部 $14,016.10  

神學教育奉獻  $1,000.00    其他支出 $989.00  

慈惠奉獻 $500.00       

宣教奉獻 $100.00       

其他奉獻/代轉奉獻 $200.00       

利息收入 $0.00       

其他收入 (堂報名費) $120.00       

本月收入 $58,607.00    本月支出 $61,957.80  

      本月盈餘/(赤字) ($3,350.80) 

     

恩澤堂 2017 年 7 月份資產負債表 

流 動 負 債 $0.00    流 動 資 產   

     往來戶口  $761,272.82  

     儲蓄戶口  $108,330.43  

基   金    現金  $5,000.00  

普通儲備  $471,839.73       

        

發展儲備  $302,156.25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103,958.07       

本月盈餘／(赤字) ($3,350.80)      

累積盈餘／(赤字) $100,607.27       

        

        

總負債及基金 $874,603.25    總資產 $874,60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