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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主題異象：彼此相愛‧靈命更新！ 

 

 

 

 

 

 

 

            節錄自《活出復活的生命——畢德生》 

魔鬼最得意伎倆之一，是讓基督徒自以為不過是平信徒。外行人(Layperson)一詞，按

一般說法，指不是專家的人，外行人總不會走進手術室，拿起手術刀，給桌上躺著、麻醉

了的病人割膽；若我是那病人，肯定不會讓他來！ 

在重要事情上，我們總倚賴專業人士，並要求對方出示資格證明——證書、文憑、徽

章、制服、執照等。處理要事時，我們想要最好的，即是不要外行人。 

然而這想法有問題。現今資訊不斷增加，讓人應接不暇，所以得倚賴專家給我們解釋

事情，分析其中意義。科技越發展，機械與程序越來越複雜，我們應付不來，也倚賴專家

操作工具及修理。我們不理解、不會做的事情每天加增，這是說，人需要更多專家才能度

日，隨之亦加深我們自視為「外行人」的印象。 

這是魔鬼天衣無縫的詭計。若我深信外行人一詞，不謹關乎我會做、能做甚麼，更定

義了我的身份，這樣我就活脫脫是個大巿場，靠專家來告訴我如何過活，有時甚至替我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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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既然神是我所是和所為的核心，而且神太偉大，祂的作為深邃奧秘，非我能理解，所

以我很願意請專家來處理這類問題。 

於是，我將心靈的事情雙手奉送給專家。我不再想自己面對神——我不過平信徒嘛。

當然，我仍會參加與神相關的平常活動，專家教的屬靈詞語，我總會用一點。有份參與神

的計劃我已很高興，可以作點奉獻，協助那些曾受訓練的專家，更讓人暢快；卻往往帶著

明顯自貶的心態，總覺得牧者、教授等比我專業。 

我們不再跟隨耶穌，轉而跟隨耶穌專家。沒多久，我與神的關係已發展成消費關係，

讓別人來提供必要的貨品與服務。我變成宗教消費者，沒錯這關乎宗教，但消費心態卻都

一樣，是一種被動的心靈狀況。 

於是，魔鬼的工作變得容易多了，不需再精心策劃壞脾氣、饕餮、姦淫等毀壞靈魂，

不用再擔心我們突然醒悟痛改前非；只要將平信徒氣氛滲進我們基督徒身份就是了。這好

像血液裏的寄生蟲，漸漸使人自覺無力面對神。要知道，無力與謙卑是兩回事；這往往使

不再自己面對神，因為身邊有太多專家能為我們效勞了。沒多久，我們跟隨救主，不用花

時間在神身上，聽祂、等祂，神的話也只是用來討論研究、說說談談，不用遵行。 

基督徒塑造靈命，必須完全擺脫這種外行人心態，因為這會削弱我們基督徒的特質和

教會見證。我們必須恢復身份尊嚴，知道無論男女老幼都有能力處理那最重要的事—神與

屬靈羣體；這包括美德與順服、所有人際關係、身體接觸、飲食、守安息日、簽名表示出

席、替嬰孩改名等；我們都是這羣體的一份子，有能力做好這等事。在某些事情上，我們

需要、也願意自認外行，如修理汽車、牙齒矯型、希伯來文釋經、設計電腦程式等；然而

在基督徒身份與行為方面，我們必須擺脫外行人心態。 

如此我們才能日復日、點點滴滴的實踐復活。信徒與神與人相處，要有第一手貼身經

歷，別只站著看神創造生命的奇蹟而瞠目結舌。正是這些誘惑教人分心，使我們不能全人

地回應基督裏的新生命。 
 

腓四 13：｢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上帝裡面，沒有外行人，只有遠

離上帝的人。這樣的人，無可能為上帝做到什麼，因為在我們裡面沒有良善，我們的良善

只是藉由反照上帝的良善而來。沒有上帝，我們無可能作！相反，一個時常親近上帝，讓

上帝常在他裡面，他也常在上帝裡面的人，神就可以使用他成為主榮美的見証，像歷世歷

代、如雲彩一般的信徒一樣。 

你在主裡面嗎？你有活出復活的生命嗎？               霍淑嫺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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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節聖洗、堅信及轉會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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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要遵行主的教

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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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定於五月三十一日(聖靈降臨主日)舉行聖洗禮、堅信禮及轉會禮，凡在本堂穩定

參加崇拜或團契之慕道朋友及主內弟兄姊妹，如有意於聖靈降臨節接受聖洗、堅信或轉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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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請向教

牧洽商。 

2020 年聖靈降臨節學道班，將在 1/4-15/5 期間舉行，課程內容包括：課程簡介、救

恩與我、認識崇拜禮儀、聖禮觀、本會信仰、受託-事奉與奉獻、退修日營。報名請聯絡

霍教師，上課時間可協商。 

 
 

 

 

 

 

 

 

 

 
 

2020 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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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  28 2 30 

08/3 30(28) 1 31 

15/3 29 1 30 

22/3 27 2 29 

29/3 因疫情而暫停實體崇拜，只收看總辦崇拜片段，固未能總計參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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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整 體體體 消消消 息息息    

 因疫情仍未受控，政府延長限聚令，總辦有通告，各堂需繼續暫停實體崇拜至 24/4。

所以本堂決定繼續實行“網上崇拜”，直至另行通知，請弟兄姊妹留意。 

 4月份執事會議將於 17/4(五)晚上 7:30 舉行，是次靈修分享︰陳昌明執事。 

執事會由 3月開始已經用 Zoom開會議，感恩大家都適應到，運作順暢。 

 2020年 4 月至 5 月行事曆： 

19/4、3/5(日)8:30 早禱會 

 感謝主！恩澤堂已聘得歐偉文弟兄為本堂的兼職幹事，從 22/3 到任。歡迎偉文加入恩

澤大家庭。 

 由於總辦在｢網發聖餐｣一事上還需要討論，未有決議，各堂會暫停聖餐直至總會通知。 

 總辦考慮到本港疫情持續，常務委員會於 2020年 3 月 23 日會議中，通過 2020年度代

表大會暨會員大會延至本年 7 月 1日（三），假九龍信義中學舉行。 

 常務委員會於 2020 年 3月 23日的會議中，亦通過有關 2019 年堂會繳交的百份比款項

中，退回該筆款項的 10%予堂會，共渡時艱，是次只作為在現時處境下的一次過措施。 

 2020傳愛行動將於 10至 12月推行，今屆將以建立堂、社、校之合作及以關懷鄰舍、

合一服侍作目標。活動將全港分 8小區，合作的堂社校會因應各區特色計劃活動。各

區堂會及學校均獲邀請與各區「傳愛行動」召集人聯絡。 

崇崇崇 拜拜拜 消消消 息息息       
 19/4(日)承蒙港澳信義會退休同工李立仁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29/4(日)承蒙港澳信義會黃詠嫻牧師蒞臨宣講聖道，謹此致謝。 

 10/5(日)承蒙本會真理堂陳堅麗牧師蒞臨宣講聖道及施行聖禮，謹此致謝。 

團團團 契契契 消消消 息息息  

 因疫情仍未受控，政府延長限聚令，所有的團契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Hallelujah 小組由 4/4 開始試用 Zoom 開小組，我們一同查考主耶穌為我們走上苦路

和受死的經文，連同工有 8人出席。求主幫助組員適應這樣的運作，能從中得益處造

就，又能有肢體相交生活。 

 Ladies’Talk 都計劃會試用 Zoom來開組，求主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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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拓拓 展展展 消消消 息息息    
 因疫情仍未受控，政府延長限聚令，所有的團契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因疫情緣故，會暫停所有對外的開放直至 4月底。 

 將軍澳幼稚園的事工都因疫情而全部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栽栽栽 培培培 消消消 息息息    
 3/5崇拜後有「屬靈天地‧由靈開始」，由饒義禎弟兄負責。 

 因疫情仍未受控，政府延長限聚令，栽培部事工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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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青少年部於 2020 年 9月至 2021 年 8 月(為期一年)舉辦：青年全職實習計劃，地

點：香港，費用：全年 24,000元（由本會青少年部資助，參加者需要自籌部份金額）

資格：a)受洗起過 2 年或以上 b)年齢:18-27 歲 c)高中或大學畢業，名額：6 人，有

意參加可聯絡霍教師 90130941。 

 本會青少年部敬拜隊[Lutheran Workship]，在過去一年曾於信義樓舉行數次「青年

分享會」，於年年底也曾到訪堂會與培靈會，與信義人一同敬拜上帝及交流。如果信

義人今年若要計劃進一步進入堂會，而堂會認為合適或有需要。可隨時聯絡 Lutheran 

Workship，一起籌劃 2020和 2021年的敬拜事工安排。包括：敬拜隊交流、主領敬拜

聚會或舉辦工作坊。聯絡方法：94354812(戴景豪弟兄) Facebook/instagram:Lutheran 

Workship 

 本會道聲出版社因疫情嚴峻，服務時間有所調整，讀者前往道聲書局前，可

Whatsapp63917923 查詢,或瀏覽 Facebook 專頁｢道聲出版社-香港｣發佈的最新消息。

門市將於 16/3-19/4 舉行復活節優惠,精選貨品 79折、影音產品更低至半價，歡迎教

會蒞臨添置禮物。 

 

 

Hallelujah小組 

用 Zoom時的 

開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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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肢肢 體體體 消消消 息息息    
 鮑永健媽媽心情不是太好，求主安慰和鼓勵，並望 6-9月左手會有進展。 

 甄韻然姊妹的公公仍在家中休養，情況穩定。 

 林彩鳳媽媽仍在家中休養，情況時好時壞，家人的心情也很忐忑。 

 梓浩很適應宿舍的生活，對神和自己生命都有很大的成長，而手震的情況都有改善；

榮浩在宿舍也生活得很好，讀書成績有進步，每周五至日回家陪伴嫲嫲。 

 4月份生日肢體：王仕梅、黃舒希、黃志芬、鄺樂敏、羅敏儀、葉思邈、崔天賜牧師、

陳含笑、馮學嗚、賴炳輝、蔡淑媛、劉燕琴、林寶玲、陳偉明、陳女、林根合。祝大

家生日快樂，主恩常溢！ 

代代代 禱禱禱 事事事 項項項    
 為全球疫情禱告，求主遏止病毒擴散，並醫治安慰受感染或死者家人；祈禱主賜智慧

和愛心給掌管者，以致懂得怎樣帶領人民面對疫情；又祈禱信徒更多讀經、靈修、祈

禱，能在主裡面得安全感、盼望和愛，為這個人心惶惶的社區帶來關愛、盼望、真理。 

 因社會運動歷時七個多月，香港經濟已經不境，再加上疫情嚴峻，許多行業經營嚴重

困難，很多人無工開，求主憐憫，供應他們需要，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為住在醫院或院舍的，和他們的家人禱告，在因疫情而未能探望的這段期間，求主安

慰他們，賜他們的心有平安，並差派他們身邊有天使去照顧陪伴他們。 

 為學生禱告，求主幫助他們適應網上學習，跟到進度，不至心散荒廢學業。 

 為今屆高級文憑試考生禱告，求主賜他們健康、專注和智慧應付考試，盡力發揮自己。 

 為弟兄姊妹能每天讀經、靈修、祈禱而禱告，以致能夠常常活在主裡面。 

 為弟兄姊妹沒有開組的日子禱告，求主幫助大家能夠適應用不同渠道相交，彼此守

望、互相代求，得著激勵和信心，同走十字架的路。 

 為堂會的領導層祈禱，求主幫助大家有神的智慧，同心合力，造福社群，傳揚福音。 

 為本堂聘請教牧同工和福音幹事禱告，求主引領祂的工人來牧養群羊。 

 為霍教師身、心、靈能夠常在主裡禱告，以致能夠得力事奉。 

 為神學生李敏儀姊妹禱告，求主加能賜力去完成 4-5月內的功課和考試，并有所成長。 

 為鮑永健媽媽禱告，求主安慰鼓勵她，賜她信心和耐性面對疾病。 

 為甄韻然姊妹的公公感恩，求主醫治他的身體，可以恢復過來。 

 為林彩鳳媽媽禱告，求主賜她好的胃口，能吸收更多營養，情況能穩定一點。。 

 為梓浩和榮浩感恩，求主祝福他們能在主裡健康成長，給嫲嫲有鼓勵和欣慰。 

 為陳玉娟執事及大女兒的身體健康祈禱，求主醫治並增強她們的免疫力。 

 為陳桂芳姊妹要照顧孫兒禱告，求主賜健康、力量和平安。 

 為 Awana 兒童禱告，求主幫助兒童在停課期間不忘禱告讀經親近神，以致身心靈得健

康成長，成為家人的祝福。 

 為中心和學校的工作因疫情而暫停禱告，求主賜負責人有智慧，能帶領事工繼續運

作，服侍社群。 

 為身體軟弱之肢體及其家人代禱︰孫勿、陳女、黃淑華、Tracy 張月蘭、陳燕玲的母

親、林彩鳳的母親、黃錫輝的母親、鮑永健的母親、甄韻然的公公、羅銀英、譚國雄、

雷碧蓮、李素賢、陳銀妹、陳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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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奉獻 $1,894.00 同工及幹事薪津及公積金 $36,950.00

常費奉獻 $28,600.00 崇拜部 $2,380.50

感恩奉獻 $4,970.00 團契部 $0.00

節期奉獻 $0.00 栽培部 $0.00

鮮花奉獻 $400.00 拓展部 $420.50

聖工拓展奉獻 $18,800.00 行政部 $5,914.50

神學教育奉獻 $23,000.00 其他支出 $0.00

慈惠奉獻 $0.00

宣教奉獻 $1,000.00

其他奉獻 $0.00

利息收入 $0.00

其他收入* $460.00

本月收入 $79,124.00 本月支出 $45,665.50

本月盈餘/(赤字) $33,458.50

*Awana 收入

流 動 負 債 $0.00 流 動 資 產

往來戶口 $349,876.18

儲蓄戶口 $208,834.86

基   金 定期戶口(總辦代存) $510,500.00

普通儲備 $660,152.19 現金 $3,220.50

發展儲備 $317,656.25

上月累積盈餘／(赤字) $61,164.60  

本月盈餘／(赤字) $33,458.50

累積盈餘／(赤字) $94,623.10

總負債及基金 $1,072,431.54 總資產 $1,072,431.54
 

恩澤堂2020年2月份收支報告

收入 支出

恩澤堂2020年2月份資產負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