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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主題異象：彼此相愛‧靈命更新！ 

陳惠琴牧師 

又到聖誕！時間過得真快，12 月恩澤報出版之日，已是將臨期第三主日，還有一個

多星期就到聖誕節，還有兩個多星期就要跟 2018 年道別。我們除了懷著盼望、平安、喜

樂和感恩的心，預備迎接救主降生，也要預備迎接 2019 年的來臨！ 

又到聖誕！又到聖誕！這兩組重複的句子，若

如右圖所示，加上音符，會否令你記起一首古老的

聖誕兒歌？那兒歌的旋律是來自英文聖誕歌《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可翻譯為《聖誕老人來

到小鎮》。從網上搜尋得知，這首歌有幾個不同的

中文版本，歌詞有搞笑、諷刺版，有富宗教意義版，

歌頌基督耶穌降生；也有溫馨親情、友情版，充滿

節日歡聚氣氛和祝福的情境。但每個版本的歌詞，

第一句仍是以「又到聖誕，又到聖誕」開始！ 

聖誕節是紀念救主基督耶穌降生人世，完成上帝為世人設下救贖恩典計劃的開始。

「又到聖誕！」意味聖誕節每年都會來臨，上帝仍為著世

人預備救恩，賜下赦罪恩典，叫世人因信耶穌而得盼望，

因耶穌犧牲的愛而學懂愛！「又到聖誕！」提醒我們，把

握時機將耶穌的愛傳揚。讓未相信、未認識基督耶穌的

人，仍有機會得知生命的意義，得著真理，得著基督耶穌

的寶貴恩典！ 

願今年的聖誕節，成為正在尋找真理、尋找人生方向

的「你和你」，找到並得著基督耶穌的救恩，迎接救主進

入你們內心的大日子！阿們。   祝大家聖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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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整 體體體 消消消 息息息    
 12 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18/12(二)晚上

7:15舉行，是次靈修分享︰鍾漢強執事。 

 戶外崇拜已於 2/12(日)假西貢北潭涌郊
野公園舉行。感謝主！當日陽光普照，大
家在冬日的太陽下親近父上帝，透過遊
戲、野餐、燒烤，共享團契，美好時光。
連同工成人及兒童共 110人出席。 

 堂會已預備 2019 年月曆致贈各弟兄姊妹
及新朋友，請弟兄姊妹到招待處領取，每
家乙份。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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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至 2019 年 1月行事曆： 

24/12(一)晚上 7:30  平安夜晚會–聖誕愛與樂 + 佈佳音 

25/12(二)上午 10:30  聖誕節暨聖洗禮崇拜 + 愛筵 

30/12(日)上午 10:30  感恩見證主日 

13/01/2019(日)崇拜後  崇拜座談會 

崇崇崇 拜拜拜 消消消 息息息       
 16/12(日)承蒙本會主愛堂陳詠嫻教師蒞臨宣

講聖道，謹此致謝。 

 3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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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日)晚上 7:30 舉行平安夜晚會–聖誕
愛與樂 + 佈佳音，歡迎各肢體積極邀請家人
及朋友參加，一同迎接救主降生。 

 25/12(二)舉行聖誕節暨聖洗崇拜，當日將舉
行兒童洗禮，誠邀弟兄姊妹出席見證，並邀請
家人及朋友齊來慶祝救主降生。崇拜後舉行愛
筵。 

 30/12(日)為見證分享主日，誠邀弟兄姊妹分
享本年從主所領受的恩典，見證主恩；有意於
當日分享見證者，請先向教牧報名，以便安
排。 

 13/01/2019(日)崇拜後舉行崇拜座談會，希望
收集全教會的意見，讓崇拜更好，弟兄姊妹能
更專注、投入和同心敬拜神。請眾弟兄姊妹預
留時間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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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團團 契契契 消消消 息息息    

 全教會祈禱會每月第二主日崇拜後
舉行，誠邀肢體踴躍出席，為堂會及
肢體祈禱。 

 迦勒團契已於 13/12(四)早茗後，往
沙田文化博物館參觀，連同工共 12
人出席。 

 弟兄小組已於 25/11 舉行查經，5人
出席；23/12 舉行分享。 

 家庭團契 9/12 舉行生日會並編訂
2019 年周會，連同工共 11 人出席。
13/1/2019 因堂會舉辦崇拜座談會暫
停一次。 

 Lady’s Talk 17/11(六)已舉行｢回
到這個家｣，連同工共 6 人出席，姊
妹們在分享家庭過程中都得到安慰
和啟發！而 29/12(六)主題｢回顧與
感恩｣，歡迎姊妹們參加。 

 30/12(日)崇拜後舉行團契部會。 

栽栽栽 培培培 消消消 息息息    

 2/12「屬靈天地‧由靈開始」，因舉行戶外崇拜暫停一次。本部設於禮堂一門外的圖
書櫃內，有很多好書和新書，歡迎弟兄姊妹借閱，請於圖書櫃自行借閱。 

 「句句金句背誦運動」將於 23/12 結束，本部於 16/12 派發背經紀錄表，請弟兄姊妹
於 30/12 前填妥背誦紀錄，並交給麥家良執事或同工；紀錄背誦最多的首三名，可獲
紀念品，以示鼓勵！自 25/2 開始至 23/12，大家總共背誦 43 句金句，願這些聖言滋
養我們的屬靈生命，成為我們活出基督的動力！  

 你想與神有更進深的關係嗎？請參與 12 月下旬開鑼的靈修班啦！執事會鼓勵弟兄姊
妹們最少參與一班，一同與神心靈相通，請從速報名。第一班將於 22/12(六)下午正
式開課。 

 談天說地茶聚每月第一、三及四主日崇拜後均舉行，歡迎慕道及初信朋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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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茂坪婦女查經隔週三上午 10:30 舉行，歡迎居住官塘區的姊妹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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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拓拓 展展展 消消消 息息息    

 每月第一主日早上 9:30 舉行的社區佈道，2/12因舉行戶外崇拜延至 9/12 出隊，連同
工共 3位弟兄姊妹出隊。 

 由 2019 年開始，社區佈道形式改於中心大堂舉行 Morning Talk，本部於崇拜前 9:30
預備茶點，接待 Awana 學員、家長、教會弟兄姊妹及慕道朋友，鼓勵弟兄姊妹提早回
來，認識、接待家長及新朋友，介紹教會及我們所信的基督耶穌給他們。 

 16/12舉行 Awana Store+聖誕聯歡，求主祝福學員們身心靈得激勵，更努力認識主。 

 24/12Awana 學員將會在平安夜晚會獻唱聖誕歌，求主祝福，讓弟兄姊妹們和 Awana 事
工的對象有美好的相交，同慶主的誕辰。 

 堂社福音合作事工︰「真光 shine your life」已進入尾聲，尚餘 19/12(三)晚上舉
行親子活動。自 10-12月小組已舉行三次工作坊，除了讓參加者對基督教的「光」和
「愛」認識外，也分別於 22/11「生命歷情體驗」、3/12 探訪靈實護養院，實踐基督
的「光」和「愛」。盼組員從各項活動對基督信仰有更深體會和認識。 

 社會服務部事工：「傳愛行動」將於 23/12(日)下午三至六時舉行。16/12 崇拜後全
教會總動員幫忙包 1,200 份禮物，之後會有獻唱練習。23/12 當天二點前要到教會集
合，有事前講解和誓師大會，請已報名的弟兄姊妹準時出席。請繼續為聖工禱告，求
主使用祝福社區。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30/11(五)、
14/12(五)家長加油站，20/11(二)、
18/12(二)兒童崇拜，20/12(四)聖誕
慶祝會。 

 健明幼兒學校事工︰12/12(三)家訪
報佳音、21/12(五) 親子聖誕樂歡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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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同同 工工工 消消消 息息息    
 霍教師將於 22-24/1/2019 請假三天入營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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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成立 65 週年，為了增加堂會、學校和社會服務各單位彼

此的認識及合作，見證信義會與港人同心同行 65 年，現於 2019 年 1 月 19 日(六)舉
行「會慶啟動禮」暨「步行籌款」，籌募經費支持本會各分區推行關懷服侍。詳情如
下︰ 
日期︰2019 年 1 月 19日(六)，時間︰上午 10:30 至下午 4:30，主題︰「119 大步走」，
目標︰港幣四十萬，起步︰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終點︰基督教香港信
義會沐恩堂，賽制︰以隊制形式進行，分公開級、長青級及親子級。查詢詳情，請與
教牧同工聯絡。 

 本會 65 周年會慶將製作一套微電影，嘗試透個幾代人在此時此刻香港的掙扎，回應
時代的聲音，探索信義會應怎樣與香港市民同行下去？現招募微電影的演員及相關製
作人員並舉行「微電影製作工作坊及試鏡日」，屆時將有專業製作人員教導演戲、拍
攝及剪接等技巧。詳情如下： 
日期：2018 年 12月 30日（日），時間：下午 3時至 8時，地點：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永恩堂，對象：本會會友、教職員及學生、以及社會服務部同工及服務受眾。年齡不
限（日後將按劇本需要配對角色），收費：$200（全數作製作費之用），截止日期︰
12 月 27 日（四）。 

 本會青少年部於 2019 年繼續推行《信．異．行》青年領袖培育計劃，現正招募參加
者，詳情如下︰ 
1. 全年度領袖培育計劃(名額 15 人) 
   內容︰建立關係、信徒裝備及服侍實踐，聚會時間︰每月一次週五晚上， 
   費用︰全免(或按個別活動收取相關費用) 

2. 台灣短宣服侍(名額 15 人) 
   地點︰高雄–岡山區–匠愛家園，日期︰2019 年 1 月 1 月至 7日(週二至一)， 
   費用︰全費$4000，參加者須繳交$3000 給本會(自付$1500 及自籌$1500)， 
   餘下$1000 由本會資助。 

 2018 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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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1 53 45 98 

11/11 54(45) 41(3) 95(48) 

18/11 58 40 98 

25/11 47(39) 37(6) 8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