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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主題異象：彼此相愛‧靈命更新！ 

陳惠琴牧師 

每年的年終或歲首，方間及傳媒機構都會製作回顧過去一年的新聞特輯，或舉辦全年
十大國際、中國或香港的新聞選舉；在電台或電視台，更會舉辧流行樂壇的金曲、最受歡
迎的歌手或影視界的視帝、視后選舉和頒獎禮。 

在眾多類型的選舉中，有一段選舉的報導，令我印象深刻，那就
是來自香港人的旅遊熱點國家︰日本。在去年 12 月，日本漢字能力
檢定協會公佈，去年度代表日本的漢字是「災」字。這協會自 1995
年起，每年都會透過民眾投票，選出最能代表過去一年的年度漢字。
2018 年的「災」字，也反映日本去年經歷過多災多難的一年。相信
大家對去年 6月的大阪地震、關西受熱浪侵襲、7月連場暴雨成災和
9月的北海道強裂地震等嚴重天災，猶有記憶吧！ 

祝願日本受這些嚴重天災影響區域的眾多災民，能早日放下悲
傷，重返正常生活。更願當地政府盡快完成善後工程，協助災民重建
家園，更提升防禦系統，降低天災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新年伊始談災，未免大殺風景！但活在地球村的我們，同樣經歷
著在全球暖化氣候下的影響。大家應該記得，去年 5 月，酷熱天氣提早來臨，酷熱天氣警
告的日數，也越來越長；異常的乾旱或暴雨的日子相繼出現，這正在提醒我們，要好好愛
護大自然！不然，如「山竹」般的超強颱風，必會再次，甚至多次到訪。相信大家不會忘
記，去年香港經歷超強颱風「山竹」的吹襲，令過萬棵樹木倒下、截斷，甚至連根拔起；
大街小巷、公路遍地樹幹殘枝、雜物、磚頭、玻璃碎……，在交通、經濟、自然環境上，
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壞！幸好，香港沒有人命損失，傷亡數字也不多，真的要感謝上主對香
港的眷佑！ 

感謝主，回顧去年的恩澤家，都在領受著上主的眷佑。就如去年 30/12 的感恩見證主
日中，弟兄姊妹分享過去一年從主領受的恩典，縱然大家的經歷有悲有喜，卻見主的恩典
實在夠用。若仿傚日本漢字能力檢定協會的做法，投票選出一個字來代表過去一年的恩澤
家，大家心目中的字會是什麼？或許在未來日子，不防一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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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無論多少個字都好，總要加多一個感嘆號「！」，因為這是代表我們對上主感
謝和讚嘆情懷。祂厚賜恩澤家，叫我們領受滿滿的祝福。讓我們一起的數算恩澤家在去年
從上主領受的豐足恩典︰三位年長姊妹分別添了孫兒女；兩對年輕夫婦榮升父母親；有肢
體的女兒出閣；兩位年輕姊妹跟愛侶結束愛情長跑，進入婚姻，共偕連理；一位長者和一
位孩童受洗為神的兒女。還有，堂會結束兩年多的等待，終於聘得傳道同工加入事奉團隊！
故我就以「主佑恩澤‧生機處處‧喜事重重！」來總結恩澤家從上主所領受的豐足恩典！
願以感恩見證主日的回應詩「感恩祭」來感謝上主賜予我們的厚恩︰ 

祢以祢恩典、恩惠與恩慈，領我在可安歇水邊， 
我以我感激、感恩與感動，獻上我真心真誠敬拜。 

神啊，祢恩惠像春雨，在我乾涸的心停留住， 
用愛，祢擁抱失意的心，容我高昇高處。 

神啊，祢安慰環繞我，又再應允看顧常同在。 
                  就算我身處死蔭幽谷，為我遮風擋雨。以感恩為祭，以感恩為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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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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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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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乎復活節之安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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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17/1(四)晚上 7:30 舉行，是次靈修分享︰麥家良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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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威差會中國代表張雅各牧師已退休並將於 2 月中旬回國，張牧師伉儷將於 3/2(日)
來堂會崇拜並向弟兄姊妹道別。請弟兄姊妹珍惜相聚時刻，願主賜福他們好好享受退
休生活！ 

 2019年 1 月至 2019 年 2月行事曆： 

13/01(日)崇拜後  崇拜座談會 

20/01(日)崇拜後  電影欣賞 

27/01(日)崇拜後  Awana 家長小組︰賀年手工製作 

3/2(日)崇拜後  張雅各牧師伉儷惜別會 

10/2(日)10:30am  新春崇拜 

崇崇崇 拜拜拜 消消消 息息息       
 20/1(日)承蒙王國江校長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7/1(日)承蒙信義宗神學院副院長戴浩輝博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3/2(日)承蒙信義宗神學院教務長羅永光博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018 年度聖誕節期活動及崇拜已順利舉
行︰24/12 平安夜聯歡會+報佳音；25/12 聖
誕感恩暨聖洗崇拜，當日為靳昹澄舉行兒童
聖洗禮，歡迎她加入恩澤大家庭。崇拜後並
舉行感恩愛筵。 

 13/1崇拜後舉行｢崇拜座談會｣，希望能夠收
集眾弟兄姊妹的意見，讓崇拜更能榮神益
人。請弟兄姊妹多禱告和思考，期待你的寶
貴意見。 

團團團 契契契 消消消 息息息    
 迦勒團契 10/1(四)在聖誕、新年後重開並一起午膳；連同工共 12人出席。 

 弟兄小組 27/1(日)舉行，一同訂定今年的周題。 

 家庭團契 13/1(日)因應堂會舉辦崇拜座談會暫停一次。10/2 是｢團拜｣，歡迎弟兄姊
妹出席。 



「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3︰35 

 Lady’s Talk 29/12(六)已舉行｢回顧與感恩｣，連同工共 6 人出席，姊妹們很感恩神
在 2018 的保守和祝福！26/1(六)主題是｢神神秘祕｣，歡迎姊妹們參加。 

 1月份開始，關顧小組會有探訪隊，連同工暫有 15人參與事奉。求主祝福使用，使弟
兄姊妹更加彼此相愛，感受神家的温暖。 

栽栽栽 培培培 消消消 息息息    
 6/1「屬靈天地‧由靈開始」，由楊少華姊妹分享上靈修班的得著，很有鼓勵性。另，

本部設於禮堂(一)門外的圖書櫃內，有很多好書，供弟兄姊妹借閱，請於圖書櫃自行
借閱。 

 請報名靈修班啦！第一、二班的學員都有很多的領受，與神關係更踏實和親密，很得
激勵！執事會鼓勵弟兄姊妹們最少參與一班，請從速報名。 

第三班：7,14,28/3, 4,11/4(四)晚上 

第四班：16,23,30/3, 6,13/4(六)上午 

第五班：16,23,30/3, 6,13/4(六)下午 

第六班：27/3, 3,10,17/4(三)上午 

第七班：10,17,24,31/5(五)晚上 

 20/1(日)崇拜後舉行電影欣賞｢想更認識祢」，這是一個很感人的真人真事，有關寛
恕的見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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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拓拓 展展展 消消消 息息息    
 6/1早上 9:30 Morning Talk 第一次舉行，氣

氛很好，有 5 個 Awana 家庭參加，有７位非
Awana導師參與，感謝主的帶領和祝福，期盼
更多弟兄姊妹和未信者參與，讓神藉恩澤家
的情，吸引更多未信者經歷神家的愛和温暖。 

 24/12 平安夜晚會有超過 80 人參加，Awana
家庭和弟兄姊妹各佔一半，一齊玩遊戲，做
話劇，聽信息，大家都很投入。之後也很同
心竭力的報佳音，感謝主！ 

 27/1 崇拜後有 Awana 家長賀年手工製作，鼓
勵弟兄姊妹一同參與，一同樂在其中。 

 1月份開始會安排探訪 Awana 家長的聖工，連
同工暫有 13人願意參與事奉，請多禱告，求
主祝福。 

 將軍澳幼稚園事工︰22/1(二)家長加油站，
29/1(二)兒童崇拜。 

同同同 工工工 消消消 息息息    
 霍淑嫺教師將於 21-24/1/2019 請假三天入營上課。 

 吳玉燕幹事於 13/1(日)取放例假，14/1(一)照常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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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中 心心心 消消消 息息息    
 13/1(日)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進行打蜡工程，請弟兄姊妹於當日崇拜後，協助將

禮堂所有物件移入房間及收拾 Awana 活動室的桌椅。 

 5/2(二) 至 11/2(一)為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農曆新年假期，中心暫停開放，
12/2(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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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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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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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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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海外宣教部教育組將舉辦 2019 差傳領袖、義工聯合訓練日營，詳情如下︰ 
日期︰2 月 24日(主日)，時間︰下午 3:00 至 6:30，地點︰本會天恩堂副堂，對象︰
堂會教牧、執事、差傳部及委員、組員、短宣員…，內容︰詩歌、信息、訓練學習…，
費用︰每位港幣 100 元(送書一本)，名額︰80名，截止︰2 月 21日。 

 本會青少年部「信義聯」是一個聯絡各堂會肢體的體育事工平台，透過團體運動比賽，
發揮團隊合作精神，讓弟兄姊妹實踐信仰，見證基督。「信義聯」現於 2019 年舉辦
足球聯賽，比賽形式有別於坊間，希望讓各堂會之弟兄姊妹藉著足球活動互相了解認
識，加強彼此聯繫，更希望成為各堂會栽培領袖之平台。有關詳情請參閱宣傳海報。 

 2018 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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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2 79 31 110 

09/12 62(50) 39(3) 101(53) 

16/12 51 38 89 

23/12 48(45) 7(4) 55(49) 

25/12 45(41) 6(0) 51 

30/12 55 12 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