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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沐恩堂 2018 年 9 月家訊 
沙田禾輋邨協欣街‧禾輋信義學校內 電話：26811800 傳真：26911824   

電郵：aglchk@yahoo.com.hk      網址：http://aglc.elchk.org.hk 

教牧團隊：張自重牧師（堂主任）  吳麗卿牧師（傳道同工）  周于琴教師（傳道同工） 

同    工：鄧展鵬弟兄（幹事）  

 

沐恩堂核心價值： 

按禮儀傳統進行崇拜； 

堅持聖道為本； 

實踐福音使命； 

活出愛上帝愛人的生命。 

2018 年我們要一起… 

豐富靈命，  

經歷生命更新復興。  

 

 

 

 

 

 

 

 

 

 

 

「佛系」基督徒           羅美娟姊妹（本堂執事） 

  在大仔開學的第二天，我和他有以下的交談： 

我：囝，你現在在新一班是同舊同學一起坐嗎？ 

囝：不是，被老師編了和不認識的女同學坐。不過，前面兩個是我的朋友。 

我：那你知道女同學的姓名？ 

囝：不知道，我們同學都討論可以和不認識的新同學不交談有多久？ 

我：為什麼連隔離的同學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 

囝：不用，我們是「佛系」學生，時候一到，自然就知道的。 

  一聽到「佛系」，我就聯想到信仰。我起初以為囝囝有了佛教的思想；原

來他的意思是一切隨緣。隨即我發現現在很多人都講這詞語，有「佛系」生

活、「佛系」男生/女生…。其實，「佛系」意思不只是一切隨緣那麼簡單，還

有更深的意思，但在此刻我只反思自己不足的地方。 
   

崇拜 

愛上帝愛人 
 

實踐福音 

聖道 

mailto:aglchk@yahoo.com.hk
http://aglc.elc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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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思自己是否一個「佛系」基

督徒？這樣形容基督徒實在有衝突，

但細心想下自己不主動、不努力去追

求屬靈的生命、與上帝的關係、與朋

友的關係、與家人的關係…心裡安慰

自己關係好壞不緊要，等著上帝的時

間。 

  有時候真的需要等待上帝的回

應，但總有些事是上帝希望我主動

的。腦裡突然想出這句經文：「你們親

近上帝，上帝就必親近你們。」（雅各

書四 8上） 

 

 

自我介紹：中間                     周于琴教師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醫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為你冠冕。他用

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耶和華施行公義，為一切

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則，叫以色列人曉得他的作為。耶和華

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詩篇一零三 2-8） 

  各位親愛的沐恩堂肢體，在主內向大家問安！我是新到任的傳道同工，

全名周于琴，大家可以叫我周教師或于琴教師。感謝主上帝的帶領，讓我在

過去四年多的時間，有機會在信義宗神學院修讀神學學士課程，並於本年六

月畢業。及後又蒙主上帝藉教會群體作出呼召，得以於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沐

恩堂擔任教師的職事。回到自己的母堂服事，內心既有興奮期待，亦有緊張

和憂慮。多元的感受，並大大小小的掙扎，可謂人生的寫照。在這篇自我介

紹的短文中，想跟大家分享上帝對如何鼓勵和安慰那個為着將要成為傳道人

而擔心憂慮的我。 

  上帝的幫助發生於韓國春川的海邊，在畢業旅行中我獨個兒坐了兩個多

小時的火車到了那裡。由於手機的電力快要耗盡，我只得請求海邊咖啡店的

小姐借電源緊急救亡，同時也買了杯冰咖啡，在露天的座位坐了下來。打從

到達春川海邊，天色已陰陰的，後來更下起細雨。然而灰灰的天空中，卻有

一處透露出「耶穌光」。當我坐下時，方發現天色已變得較明朗，一朵烏雲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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鑲著金邊。腦中悠然響起《站於天地之間》這首詩歌。眼前大自然的景色如

斯美麗，不禁使人想起創造這一切的主上帝，祂必然更為偉大更美善！我抬

頭向美善的源頭仰望，轉念想到這個在地面坐著的自己，卻是軟弱、膽怯的，

而且是惡念不斷的一個人。我心中很不安，於是便向上帝禱告，重重覆覆地

數着自己的缺點和不足，試問這樣的一個我，怎麼可以去牧養生命呢？ 

  就在我不斷擔憂和掙扎之時，上帝卻藉詩歌的歌詞提醒我，站在天地之

間，所處的位置其實就是中間。信徒要記得自己的使命，活出一個腳踏實地

的屬天生命，留意世情，並為有需要的人代禱。而中間除了是上和下之間，

亦可以是過去和未來之際。此時此刻的我，是從過去走來的，自然也帶着過

去對自己的認識、印象，甚或不滿，對於這一切，此時此刻我的似乎是牢牢

的抓緊不放。然而，上帝卻提醒我，在祂呼召我之時，祂早已知道我的所有，

亦接納和愛我這個普通的人。我是被接納的，因耶穌基督的緣故，罪得赦免

和寬恕。此時此刻的我，因基督而得享自由，而未來生命的方向和內容，就

涉及了今天或每一個明天的選擇。 

  弟兄姊妹，若然要你放下一件至今仍累着你心的事情，你會想到甚麼呢？

（請靜靜地感受一下自己的內心） 

  親愛的弟兄姊妹，請因耶穌基督對你的愛和憐憫，把這些累着你心的過

去向主上帝訴說吧，讓我們一同經歷那因罪得赦免而來的釋懷，並以感恩的

心，靠上帝的幫助選擇生命之道。  

 

真‧牧函－給事奉者的信              張自重牧師 

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上帝，因上帝在基督耶穌裡所賜給你們的恩惠…（林前一 4） 

  奉我們所盼望基督耶穌之命，蒙召作基督耶穌小僕人的張自重，寫信給

那住在基督耶穌的沐恩堂眾肢體。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父上帝歸於你們！ 

為眾肢體祈求感謝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上帝，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

喜地祈求。因為從頭一天與你們在主裡相遇直到如今，你們是不斷學習怎樣

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我所親愛所想念的每一位事奉者，你們就是我的喜樂、

我的冠冕。我親愛的弟兄姐妹，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我體會基督耶穌的

心腸，切切地想念你們眾人，這是上帝可以給我作見證的。我所禱告的，就

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有關愛鄰舍和服侍社區的見識上多而又多，使

你們願意與他者分享從主上帝而得的恩典與資源，直到基督的日子。 

靠主忠心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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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謝那給我們力量的主耶穌基督，因祂視我為忠心的僕人，並差派我

服侍祂的聖教會－沐恩堂。你們也要忠心！你們不能採取簡單的出路或缺乏

信心，抑或沒有一個長遠的規劃。你們要成為忠心的僕人，在事奉主的工作

上彼此同作僕人，帶著謙卑的心作領袖，勇敢地靠主前行。 

追求卓越 

  沐恩的眾肢體啊！你們能擔任不同崗位的事奉是本乎恩，這並不是出於

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千萬不要輕忽那交託你的事奉崗位，每一個服侍的

機會都是上帝所賜。祂更為我們的事奉預備所需用的恩賜與裝備，我們需要

不斷地學習和操練，追求在主裡的卓越，一次比一次有改進，然而，我們知

道這不是定睛在完美的結果，乃是定睛在耶穌基督的恩典。 

教會執事的生命見證 

  請緊記沒有其他的事工比你們的生命見證更直接，更具生命影響生命的

能力。執事們應該是教會肢體的榜樣，在事奉上是一個合一的信仰見證。我

盼望在這裡鼓勵你們（原班執事、新丁執事），除會議外，執事在教會中亦擔

當著領導及服侍的角色，若要把執事的職分及責任看得更遠大，你們正是「帶

領教會更新復興」的團隊，你我的生命更新和復興正為堂會的發展帶來直接

和正面的能量。所以，我鼓勵執事同工們多關心自己與上帝的關係，在事奉

中留些空間聆聽－聆聽上主、自己與及同工的聲音。我祈求你們能夠站立得

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提早講…末了的話 

  願沐恩堂的弟兄姊妹喜樂，你們是屬上帝的人，就當凡事追求公義、敬

虔、信心、愛心、忍耐、溫柔。你們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

們為此被召，在禾輋、瀝源這小社區中作服侍，並在街坊鄰里、學生、家長

和長者前作美好的見證。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們心裡。阿們！ 
  

家事分享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賽四十三 19） 

1. 9 月 16 日崇拜後有分組祈禱會，盼望弟兄姊妹留步參加，彼此代禱分擔。 

2. 12 月 25 日有聖誕感恩崇拜暨聖洗禮。栽培部將舉辦「學道班」課程（日

期：16/9、23/9、30/9、7/10、28/10、4/11、18/11、25/11、16/12、23/12），

歡迎對信仰有更深認識的肢體參加。詳情可以向張牧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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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于琴姊妹於 9 月 1 日到任本堂擔任本堂教師，願主帶領姊妹的事奉。周

教師的「教師授職禮」將於 10 月 28 日（主日）於本堂舉行，屆時將由本

會監督張振華牧師主禮及宣講聖道。盼望大家能一起參與，共證主恩。 

4. 10 月 14 日主日崇拜後舉行「吳麗卿牧師榮休感恩會」，歡迎大家出席，與

我們的牧者吳牧師一同數算上帝恩典。 

5. 本堂 2018 年 8 月份崇拜出席人數平均為 96 人（成人 62 人、兒童 7 人、

長者崇拜 27 人）；領餐人數平均為 93 人（成人 66 人、兒童 10 人、外會

會友 17 人）。 

 

肢體消息 

鍾麗珠姊妹、畢森弟兄、林杏仙姊妹、賴步雲弟兄、周新喜姊妹、陳二女姊

妹、袁杏芬姊妹。請禱告記念，願主醫治看顧。 

 

需要你們的支持與代禱－信義宗神學院「我的家需要油」步行籌款 

信義宗神學院位處道風山，風景秀麗，為本院師生及主內弟兄姊妹提供幽美

寧靜的學習及退修場所。校舍自 1992 年落成，啟用至今已有 26 年，曾於 2002

年進行維修，至今已經過 16 年的使用耗損，校舍牆壁、天花等出現裂痕、鋁

窗防漏膠老化等。為此，我們需要為校舍進行較大規模的維修翻新，需要弟

兄姊妹在禱告和金錢上大力支持，共同籌集港幣 200 萬。 

日期：10⽉28⽇（主日）；時間：下午 2:15；地點：宣道會鄭榮之中學；起步

禮：下午 3:00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感恩崇拜：下午 4:30 信義宗神學院明節堂。 

 

同心禱告、守望 

1. 為世界禱告－主上帝，我們看到世界各地都受到天災或恐怖襲擊，看到淚

流滿面或被嚇呆的面孔…我們的心碎了；但我們知道祢比我們更傷心，因

祢愛世上每一個人，遠比我們更多更多。在災難中，求祢保守仍在搶救中

的傷者，叫他們的生命得以存留，讓他們能夠康復。記念死傷者的家屬，

讓祢的靈和其他信徒的安慰觸摸到他們，願他們得著平安。求主憐憫我們。 

2. 為內地教會禱告－主上帝，內地教會正面對政府強拆教堂的壓力，甚至已

延伸至對地方的家庭教會進行大大小小的逼迫，接二連三有信徒、教牧和

維權律師為保護教會而受到政府部門的暴力對待。上主，我們感到無奈之

時，求祢保護國內眾肢體的人生安全，叫他們身體心靈得到保護。眷佑內

地教會的發展，賜眾信徒能有信心，以合一的心面對挑戰。求主憐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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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患病者祈禱－求主醫治眾患病的弟兄姊妹，賜給他們忍耐病苦的力量，

使他們懷著盼望和信心，勇敢面對疾病，早日痊癒。看顧每一位照顧者的

身心靈，幫助他們有力量和健康與患病的家人渡過艱難的日子。求主垂憐。 

 

差傳資訊－「柬」愛 

  廿一世紀的柬埔寨名義上是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但自 1985 年開始，首

相洪森（Hun Sen）掌權後，他是獨裁的統治國家。他本是赤柬的一個將領，

1977 年赤柬內鬥期間，他逃亡越南。1979 年，越南打敗赤柬、在柬埔寨成立

政府時，洪森被委任首相。 

  在 1975-79 年，柬埔寨共有 300 多個屠殺場（killing field），20,000 個埋

葬被屠殺的人的墓地。那時，共產主義的赤柬屠殺了約三百萬同胞，大部分

是知識分子。所以，今天的柬埔寨出現一個人口分佈和知識分子斷層的現象。

現在柬埔寨 60%的人口都在 30 歲以下。據說在 1979 年底，柬埔寨只剩下

200 位基督徒。 

  今天，政府把金邊的屠殺場建設為旅遊「景點」。遊客在其中細聽歷史和

故事，深深體會一種難以形容的哀傷。中央建了一個紀念塔，其中堆放了 8000

個骷髏，有不少頭骨上有洞，形狀與展現的凶器相合：赤柬士兵就是每天用

那些凶器戳破活生生的同胞的頭骨。求耶穌基督來醫治、醫治、再醫治。  

  本會正籌辦一所位於柬埔寨金邊的學校，盼望藉基督精神，為柬埔寨貧

窮家庭的孩子提供優質普及教育，幫助兒童建立良好品格及價值觀，從而認

識上帝，更新生命，改寫家庭和國家的命運。盼望你能夠為柬埔寨福音需要

擺上禱告，並且以不形式作支持和奉獻，讓這地得基督的愛。 

柬埔寨七天建校考察團－視察金邊建校現場；哥窟文化體驗 

日期： 2018 年 11 月 8 日–11 月 14 日（七天） 地點：金邊城市→吳哥窟  

名額：38 名 費用：成人港幣$7,800 元（不包括簽證、保險費、導遊費 HK$700

元） 截止報名日期：9 月 30 日 

二○一八年八月份聚會出席統計表 

 

聚會 \ 週次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平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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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59 61 75 80 --- 69 

兒童果園 9 8 8 11 --- 9 

祈禱會 23 --- --- --- --- 23 

長者崇拜 25 29 25 27 --- 27 

安得烈團契 10 10 12 12 --- 11 

彼得團契 2 2 9 9 --- 6 

提摩太團契 --- 7 4 8 --- 6 

以諾團契 --- --- 3 6 --- 5 

以斯帖團契 65 65 56 53 53 58 

詩班 6 9 9 6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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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九月至十月份聚會一覽表 

 
聚會 時間 15/9 22/9 29/9 6/10 13/10 20/10 27/10 

安得烈 
小四至六 

逢星期六 
下午

2:00-3:30 
JC 教室 

劇場 

遊戲 

合團 

遊戲週 

小小 

心意 
JC 比喻 恩賜(1) 恩賜(2) 

彼 得 
中一至三 

逢星期六 
下午

2:00-3:30 
生日週 齊齊學 

合團 
水戰 查  經 

保齡 
體驗 

Club house 

experience 
錯別字 

提摩太 
大專至 25 

逢星期日 
下午

2:00-4:00 

查  經 

(16/9 日) 

瑩瑩瑩 

析析析 

(23/9 日) 

Cho Plan 

(30/9 日) 

飯 團 

(7/10 日) 

吳牧師 

榮休感恩會 

(14/10 日) 

查 經 

(21/10 日) 

種 服 

(28/10 日) 

以 諾 
在職青年 

每月聚會 
三次 

查  經 

(16/9 日) 

家  聚 

(23/9 日) 

藝術 

工作坊 

(30/9 日) 

逃離 

密室 

(7/10 日) 

休 會 

(14/10 日) 

查  經 

(21/10 日) 

家  聚 

(28/10 日) 

以利亞 
已婚/其他 

每月聚會 
一次 

查  經 

(14/9 五) 
--- --- --- 

小型 

運動會 

(12/10 五) 

--- --- 

 

聚會 時間 19/9 26/9 3/10 10/10 17/10 24/10 31/10 

以斯帖 

55 以上 

逢星期三 

早上

10:00-11:00 

年年 

有今日 
信 息 

小小 

細運會 

美食 

大製作 

重陽節 

休會 
信息 

聖經 

拼圖 

 

二○一八年九月至十月兒童果園負責人一覽表 

主日 2/9 9/9 16/9 23/9 30/9 7/10 14/10 21/10 28/10 

主題信息 開學禮 
參孫與非 

利士人交戰 

參孫和 

大利拉 

參孫的 

結局 
親子繪本 

彼得傳 

講耶穌 
特別活動 

腓利給 

太監施洗 
親子繪本 

主禮 李慈英 連珮瑩 張牧師 羅美娟 
何芷筠/ 
李慈英 

梁詩雅 --- 彭采瑜 羅美娟 

信息宣講 李慈英 羅美娟 張牧師 周教師 李慈英 吳牧師 李慈英 連珮瑩 羅美娟 

司琴 張師母 張歷言 
張牧師 

(司他) 
張歷言 待定 張師母 張歷言 待 定 何芷筠 

延伸導師 
李慈英 

何芷筠 

梁詩雅 

羅美娟 

連珮塋 

彭采瑜 

張師母 

羅美娟 

周教師 

林嘉瑜 

何芷筠 

梁詩雅 

張師母 

吳牧師 

--- 
彭采瑜 

連珮瑩 

羅美娟 

何芷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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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九月至十月主日崇拜聖工人員一覽表 

主日 16/9 23/9 30/9 7/10 14/10 21/10 28/10 

教會年 

聖靈降臨後 

第十七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第十八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第十九主日 

(綠) 
社關主日 

聖靈降臨後 

第廿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第廿一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第廿二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第廿三主日 

(紅) 
教師授職禮 

主禮  溫家浩 趙仕傑 周于琴教師 何俊威 李志雄 溫家浩 張自重牧師 

講員 周于琴教師 吳麗卿牧師 張自重牧師 周于琴教師 吳麗卿牧師 張自重牧師 張振華牧師 

長崇 張自重牧師 吳麗卿牧師 張自重牧師 吳麗卿牧師 吳麗卿牧師 張自重牧師 張自重牧師 

讀經 鄭翠瓊 黃鳳霞 蔡志明 林惠誠 楊芷茵 陳敏嫺 李思哲 

經文 

賽 50 : 4 -9 上 

雅 3 : 1 – 12 

可 8 : 27 - 38 

耶 11 : 18 – 20 

雅 3: 13 – 

4: 3, 7 - 8 上 

可 9 : 30 - 37 

尼 5 : 1 – 19 

雅 5 : 13 – 20 

可 9 : 38 - 50 

創 2 : 18 - 24 

來 1 : 1 - 4, 

可 10 : 2-16 

摩 5 : 6 - 7, 

10 - 15 

來 : 12 - 16 

可 10 : 17 -31 

書 18 : 1 - 10 

來 5 : 1 - 10 

可 10 : 35 - 45 

耶 31 : 7 - 9 

來 7 : 23 - 28 

可 10 : 46 - 52 

司

琴       

成人 趙沛晴 李恩諾 譚柳華 趙沛陽 王中真 趙沛晴 譚柳華 

輔助 --- 趙沛陽 --- --- 趙沛晴 --- 趙沛陽 

司獻 
冼慧珊 

林嘉敏 

梁健華 

黃鳳玲 

袁永章 

曾曉芬 

李志遠 

林志雄 

李敏儀 

鄭賦行 

黃佩珍 

楊寶蓮 

陳敏嫺 

何達恆 

地下招待 魏書如 林嘉敏 陳敏嫺 黃鳳霞 鄭賦行 魏書如 袁永章 

六樓接待 林志雄 黃佩珍 林惠誠 李思哲 譚志雄 林嘉敏 曾曉芬 

詩歌 

21, 頌新 

(107, 84, 

106, 111) 

42, 頌新 

(107, 121), 

59 , 頌新 

65, 262, 

頌新 41 

13 , 頌新 

(107 , 52, 

91 , 119) 

23, 頌新 

87, 66, 

頌新 86, 

498 

42, 頌新 

87, 73, 

頌新 69, 

268, 225 

頌新(3, 87) 

416, 頌新 

(120, 108) 

待 定 

插花 廖       淑       卿 梁       笑       琼 

祈禱會 ---  --- --- 周于琴教師 --- --- --- 

呈獻 --- 
廖淑卿 

李敏儀 
--- --- 

蔡志明 

李慈英 
--- 

蔡志明 

林惠誠 

崇拜代禱
負責人 

李思哲 周貝蔚 李敏儀 劉幼年 林惠誠 王力之 黃鳳玲 

司事執事 趙仕傑 廖淑卿 趙仕傑 蔡        志        明 

音響小組 李        銘        生 梁        健        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