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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沐恩堂 2019 年 12 月家訊 
沙田禾輋邨協欣街‧禾輋信義學校內 電話：2681 1800 傳真：2691 1824   

電郵：aglchk@yahoo.com.hk       網址：http://aglc.elchk.org.hk 
教牧團隊：張自重牧師、周于琴教師、邱苑瑋教師；幹事同工：鄧展鵬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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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                            周于琴教師 

求你使我得聽歡喜快樂的聲音，使你所壓傷的骨頭可以踴躍。 
（詩篇五十一 8） 

 我們每天走在路上，常不經意地在樹下走過。不知道大家在成長中，曾否
有一棵樹，使你印象深刻呢？之前看到一本名叫《上‧下禾輋》的圖畫書，
作者成長於上下禾輋。她透過這書，描畫了一些在這兒生活的小人物。並在
幾頁的畫面內，把他們的一輩子呈現。她曾提及兩棵樹，一棵是木棉，另一
棵是柏樹，它們遭遇相同命運—「被斬掉」。 
 
 木棉是由一個被稱為「河粉佬」的人栽種。某年他買荔枝樹，花農送了一
棵木棉給他。後來荔枝種不成，木棉卻長成。三四月時木棉花總盛放，他就
忙著清理庭前；花落後結籽，他亦把籽收集好，送予別人整枕頭。四十多年
過去，樹下的人每天被它守望著，但有年村長收地，樹被斬了。「河粉佬」
與他妻子便抱著傷痛，搬離舊居。 
 
 而柏樹…對作者來說，像一位一直守護她家的老伯伯，因她的家就在其之
下。有一年，連場大雨，村民擔心柏樹會因旁邊的泥土變薄而塌下（因附近
斜坡已出現大幅倒塌的現象）。村民要求寺院的主持人（柏樹的主人）正視
這問題。結果，或是為求快速處理，工人不消數天，便把這棵六十多歲，十
多層高的老柏樹鋸了，剩一條枝幹。鋸樹之時，作者一家和鄰居都看著，且
心如刀割。 
 
 在 2019 年最後一篇月刊文章，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傷痛。樹被斬了，
人感傷痛，是基於人對樹的一份情。即使樹只是安靜地佇立，但它存在於人
成長的記憶中。當樹被斬去，這是一種「失去」。試想想，作者無論經歷著
人生的高山或低谷，回到家，抬頭必看見那柏樹，伴著她成長、伴著她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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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另一代人，他們成長於已發展和有如「梗局」的香港。成長中，他們很快
意識到香港非常著重「經濟」。不少社會政策，亦亞於經濟政策。他們當中，
亦有些人有感管治社會的那班人，所思所想的都只有經濟與利益，卻忽視民
生。常以小恩小惠安撫人心，卻沒有制定有利於民的長遠政策。他們的木棉
樹和柏樹，或許是「生命之平等」和「公義」。記得有位朋友曾分享說：「在
香港社會中，會投訴、聲大大的人就會得到較多的資源，因為不少機構的管
理層，就是怕這類的人。這種縱容的態度，令真正有需要的人，反而受到剝
削，因他們不太懂為自己爭取。」這一代人見到不少生命因制度，並其洐生
的不公平而受到損傷。但由於他們自己也在制度內，有時即使感到制度之不
公平，卻無力改變甚麼，甚至成了剝削別人的工具。非常無奈和難過。社會
中的不公平，是另一種形式的暴力，使生命受損傷和破壞。生命，總是被無
情地對待。這一代，對不公平的世界沉默已久，必要發聲。 
 
 罪世人間中存在著可見和不可見的暴力，正如挪亞時代一樣，地上滿了强
暴(Full of Violence)。人的罪就是各人都自以為是，並以力量去壓制或控制他
者，卻不能切身處地去體會別人的困苦和傷痛，並且自限和讓步。結果，就
是人與人之間漸漸疏離。然而，有些人還以為疏離是正路，因為「道不同不
相為謀」，誰知卻中了魔鬼的詭計，牠想讓人落單，容易逐個擊破。 
 
 當人們為彼此帶來傷痛，在亂局中，盼望又在哪兒呢？在上主那裡。當人
真切地感受到無能為力之時，內心會發出最真誠的呼喊，獨一的主上帝，必
側耳而聽，憐憫世人。上主掌管歷史，從沒有離場，也從不會缺席。當我們
為了身邊大大小小不公義的事情而憤怒，又因自己的無能為力而感失望時，
請別忘記，祂也看着這一切。祂沒有叫我們敵視任何人，卻吩咐我們行公義、
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祂同行，過一個有上帝的人生。 
 
 或許 2019 年我們都充滿著傷痛，但當 2020 年臨近，願上主幫助我們以不
同的心態去面對各種無常。雖然外在環境的困苦和壓迫或仍舊存在，但因著
知道祂掌權，並與我們同在這兩個事實，就讓我們學習以另一種態度去面對
無常。比如試試去欣賞因環境轉變而出現的新事物，去發現一處可讓自己暫
時遠離爭吵和混亂的地方，去體會在無常中仍可因基督的同在而擁有真正屬
天的平安和喜樂這回事。最後，想跟大家分享這段經文： 
 

 他（耶和華）對我（以西結）說：「人子啊，這些骸骨能復活嗎？」
我說：「主耶和華啊，你是知道的。」他又對我說：「你向這些骸
骨發預言說：『枯乾的骸骨啊，要聽耶和華的話！主耶和華對這些
骸骨如此說：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必給你
們加上筋，使你們長肉，又將皮遮蔽你們，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
你們就要活了。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華。』」 

（以西結書 37:3-6） 
 大地有希望，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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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期的省思 

聖誕節即將來臨，民眾的心情仍被社會事件影響，未見歡樂的節日氣氛。

這樣，將臨期就顯得更為重要，我們再次被提醒要用心記念基督的降生，並

以警醒與盼望的心等候主再次降臨。換言之，將臨期不但代表著信仰的意義
與傳統文化，也幫助信徒調校生活的焦點和期許。 

將臨期（Advent）也是教會年曆的開始，「Advent」是指「即將來臨」

的意思。有些教會會為這四個主日定下不同的主題，分別是「悔罪」、「等
候」、「歡樂」，而臨近聖誕節的主日則為「平安」。 

這個節期的禮儀顏色是紫色，象徵悔罪、警醒和準備；紫色也代表君王

的顏色，象徵君王的來臨。某些教會會用「將臨花環」（Advent Wreath，又
稱「將臨圈」）作為象徵，幫助信徒在聖誕前省思準備。在將臨圈放置四支

蠟燭，到將臨期的每個主日便依序點燃一支蠟燭，指示距離基督的降生記念

日又近了，也象徵在黑暗的世界裡有真光的盼望。「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
生在世上的人。」（約一 9）作為基督徒該如何預備迎接救主的降生呢？讀

經靈修、詩歌默想、禱告、具節期特色的崇拜等都可以幫助我們警醒等候，

更重要的是要在主裡察看自己的心是否已預備好迎接基督的到來。在這將臨
期操練忍耐與敬虔，轉眼仰望耶穌基督，讓自己的屬靈生命得以成長，並期

待祂榮耀的降臨。你又會如何預備自己呢 

 

 

牧函－我是教會的勇者                            張自重牧師 

不知不覺，我們已一起完成《教會需要勇者》一書，有否發現上主正塑
造你成為當下世代的領袖？甚至揀選你擔當上主教會的領袖角色？ 

教會是世代的拯救，也是全人類的希望，信徒當帶領教會走進上主的心

意，在罪世人間宣告上主的祝福及影響力，完成祂託付給使徒門美好的大使
命。《教會需要勇者》再次喚醒我們要立志成為好的領導，按部就班地擔當

領袖的角色。作者在書中強調人人皆可以發揮出上帝的屬靈恩賜，眾聖徒在

基督的身體裡各司其職，為要完成上帝賦予教會的使命，按正義宣講福音，
按真理施行聖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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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留在教會的日子愈久，就愈常發現教會的「甩漏」和不足。書中有
一段令我印象非常深刻，電影《靈異第六感》中有個小男孩看得到別人看不

見的東西。有句台詞是：「我看見死人走來走去⋯」假若，你也看到教會的

「甩漏」，似乎說明了你很在乎這小小的堂會－沐恩堂，請你也為著自己擁
有這份屬靈的第六感而感恩，並且禱告上主如何運用從祂而來的恩賜填補沐

恩這個大家庭的不足。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箴廿九 18）願意把經文翻譯成：「若沒有
想讓教會變好的心，自然不會願意多走一步⋯」教會需要勇者，教會需要願

意多走一步的人；教會需要勇者，勇者不必是非常厲害的人。勇者的要求，
也許是要一顆愛主的心，且願意擺上為主服事他人的行動。你願意成為主的

勇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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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5 日崇拜後有祈禱會，盼望弟兄姊妹留步參加。 

2. 12 月 27 日（五）晚上 7: 30 教會舉行「一領一‧陪讀訓練」，鼓勵弟兄姊

妹一起參與。 
3. 12 月 25 日早上 10 時 30 分將舉行「聖誕感恩崇拜暨聖洗禮」，崇拜後將

舉行聖誕慶祝會，誠意邀請弟兄姊妹與家人一同參與，歡度聖誕節。 

4. 12 月 29 日主日崇拜後將舉行本年度第二次教友大會，有關資料將於日內
透過電郵轉發給眾肢體，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共商聖工。 

5. 本堂 2019 年 11 份崇拜出席人數平均為 90 人（成人 62 人、兒童 7 人、長

者崇拜 21 人）；領餐人數平均為 76 人（成人 42 人、兒童 10 人、外會會
友 24 人）。 

 

本會消息： 
本會信徒培育部聖樂及禮儀工作小組將舉辦聖樂聚會，主題:「從將臨到聖誕

的頌讚」。日期：2019 年 12 月 15 日（主日）下午 4:30 – 6:30 ，地點：本會

真理堂，歡迎所有信徒參加。 

 

肢體消息 

余潔桃姊妹、魏書如弟兄、賴步雲弟兄、周新喜姊妹、陳二女姊妹、袁杏芬

姊妹，求主醫治身體軟弱的肢體和家人。孕媽媽：連珮瑩姊妹（預產期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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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禱告、守望 

 為香港禱告－上主，我們為著我們的城市禱告，求主賜政府智慧及加添社

會上每一個人承擔的力量，在經歷了重大的衝突後，賜給整個社會能有著

盼望得以更新轉化；也求祢醫治及修補政府與市民之間的不信任，讓社會

在公義的基礎上建立和平友愛；並在撕裂與對立中，引導教會與各信徒作

和平之子，能在這個城市中作有效的見證。求主垂憐我們。 

 為我們的鄰舍禱告－在將臨期等待祢再來的日子裡，求祢使我們能夠學習

祢的行動，身體力行進到人群之中，選上了社會最底層的人與祢相遇。今

天，我們見到周遭仍有不少老弱無依的人，他們缺乏社經資源的同時，更

不被人關心接納。上主，求祢叫我們不要漠視他們的需要，激勵我們甘願

聽從祢的吩咐，就是捲起衣袖謙卑地跪在人前，為人送上關懷與祝福，在

服事中共歴主恩。求主垂憐我們。 

 為執事團隊禱告－求主保守眾執事事奉的心志，與主建立親密的關係，常

存活潑的靈。求主堅固教會領袖團隊，長執與牧者有美好的配搭，共建使

人得力的領導團隊，在事奉中不斷學習彼此相愛，能接納包容彼此的軟

弱，用積極建設性的話語來鼓勵彼此建立。求主垂憐我們。 

 

差傳資訊－傳道部消息︰ 

 2020 年將有三次探訪沙咀懲教所以及勵志更新中心的機會，探訪名額有

限，希望各位肢體可以踴躍參與，特別是未曾參與過探訪懲教院所事工的弟

兄姊妹。三次探訪的日期分別為 1 月 11 日(六)、4 月 25 日(六)及 8 月 22 日(六)。

請為一月份的探訪代禱，求主上帝預備人心，感動肢體參與，義工間的配搭，

以及院所中的年青人。如有興趣參與是次探訪佈道，請與周教師聯絡。 

 

「安琪一家」消息 

不萊梅團契 

我們現在居住的城市是德國北部的不萊梅。不萊梅大學 20,000 名學生中，

約有 1,000 名華人學生，這裡另外還有 3 所規模較細的大學。「不萊梅中文

基督徒團契」始於 1984 年，在信徒家中舉行查經聚會開始。1987 年起，借用

火車總站旁的德國禮拜堂舉行聚會。查經班主要由信徒帶領，「德華福音會」

及漢堡的牧者以支援性質協助。2003 年開始，漢堡的一對牧師師母每月㇐次

前來幫助，2005 年後，更每週六來帶領，負起穩定及長期的牧養工作。在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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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團契舉行了全體會友大會，選出 5 位信徒同工（類似一般教會的執事），

制定團章，每年舉行同工改選，正式由查經班轉型為團契。 

這裡的福音策略是首先建立查經班，由鄰近教會支援。穩定成長到㇐定人

數，便成立團契，等待時機成熟，再向政府註冊成為教會（地方堂會）。歐

洲的華人教會都是經過這 3 部曲而建立：查經班→團契→教會。「不萊梅中

文基督徒團契」現時每星期聚會人數有 30 多人，會友人數約 50 多人，學生

及成人各佔㇐半。因著遷移的情況，回國定居或是到其他城市升學，會友數

目會隨之增減（定期流失）。若不是在福音工作上不斷的努力，人數沒法穩

定下來。感恩過去牧者及信徒打下的基礎，團契有 20 多位信徒定居不萊梅，

穩定參與聚會。此外就是學生為主，他們有幾年時間在這裡接受福音，受浸

加入團契，接受栽培，學習服侍，建立信仰價值觀及屬靈生命。 

在信仰成長後，大多都離開不萊梅。因此，團契實在是㇐個福音站，撒種、

栽種和收割，成果卻是歸到不同的華人教會。這是㇐種針對遷徙群體的福音

策略，趁著福音對象經歷生活的轉變，開啟了接觸福音的機會，更是向福音

封閉的國家，傳揚福音的一個機遇。 

孩子上學 

感恩，孩子在 10 月 21 日開始上學，那是學校的秋假之後。秋天是農作

物豐收的季節，趁寒冬來臨前，農民要全家總動員收割農作物，就是田裡的

薯仔（土豆），因孩子也要出動，學校得放秋假。雖然現在已是全面機械化

了，但假期傳統仍然保留。 

德國學制只有 4 年小學，因此哥哥和妹妹都讀同一所中學。由於他們完全

不懂德語，學校編排他們一同到適應班上課，一星期要上 4 天上午的課，而

且功課都在學校完成，十分輕鬆。坐車則不方便了，他們得踏 5 公里自行車

上學（往返 10 公里），順便可以鍛練身體。我們很感恩，我們只是按教育局

安排到公立學校上課，但學校的適應班，卻很周到。適應班是專為非德國長

大的孩子而設，班上孩子說，他們已在這適應班一年了，已經能聽能講德語，

但仍留在這班學習德語。班上大約有 10 人左右，最近有新同學加入，年齡相

約，也可以作伴。 

感恩及禱告需要： 

1. 感恩在迎新活動有多位新生參加，請為他們繼續參與禱告。11 月 9 日團

契舉行浸禮，請為受浸者的成長禱告。 

2. 感恩上帝帶領日溢和悅兒在學校適應。請為永安及兆琪的德語課禱告，求

主賜悟性及記性。 

3. 請為香港禱告，願主的公義國度降臨，願這城得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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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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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66 67 72 72 --- 69 

兒童果園 20 20 6 9 --- 14 

祈禱會 20 --- --- --- --- 20 

長者崇拜 18 --- 23 --- --- 21 

長者主日學 5 4 4 5 --- 5 

安得烈團契 10 7 --- 6 7 8 

彼得團契 5 2 --- 6 9 6 

約翰團契 --- --- --- 3 --- 3 

提摩太團契 --- --- 3 --- --- 3 

以諾團契 --- --- 2 4 --- 3 

以利亞團契 --- 11 --- --- --- 11 

以斯帖團契 37 14 40 38 --- 32 

閃避盤團契 16 17 --- 15 --- 16 

詩班 8 5 11 8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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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十二月至二○二○年一月份聚會一覽表 

聚會 時間 14/12 21/12 28/12 4/1 11/1 18/1 25/1 

安得烈 

小四至六 

逢星期六 

下午
2:00-3:30 

新年 

新計劃 

一切從生

活開始 

Christmas 

Party 礦山之路

導賞行 

(合 團) 

待  定 
休 會 

(年初一) 彼 得 
中一至三 

逢星期六 

下午
2:00-3:30 

團友話
事週(二) 

打邊爐 

(SO) 

生日週/ 
感恩 

查 經 團年飯 

提摩太 
大專至 25 

逢星期日 

下午
2:00-4:00 

合團︰ 
查 經 
(15/12) 

傾明年 
週會 

(22/12 日) 教 友 

大 會 

(29/12 日) 待  定 
以 諾 

在職青年 

每月聚會 

三次 

傾明年 
週會 

(22/12 日 

以利亞 
已婚/其他 

每月聚會 

一次 

回顧/ 

前瞻 

(13/12 五) 

--- --- 

 

 

聚會 時間 11/12 18/12 25/12 1/1 8/1 15/1 22/1 29/1 

以斯帖 

55 以上 

逢星期三 

早上

10:00-11:00 

暢 遊 

大自然 
齊慶生 休 會 休 會 

新的開始 

舞躍飛騰 

活 躍 

銀 齡 

團 團 

圓 圓 

新 年 

蒙 福 

 

二○一九年十二月至二○二○年一月兒童果園負責人一覽表 

主日 15/12 22/12 25/12 29/12 5/1 12/1 19/1 26/1 

主題信息 
堅定不疑

的福氣 

迎接救進
的降生 

真光的 

見證人 

經歷上帝

的保護 

讓耶穌住在
我們中間 

接受神聖
的洗禮 

引領家人

歸主 
跟從耶穌 

主禮 李慈英 陳孜孜 羅美娟 彭采瑜 黃鳳霞 彭采瑜 陳孜孜 李慈英 

信息宣講 連珮瑩 周于琴教師 邱苑瑋教師 蔡志明 羅美娟 周于琴教師 蔡志明 邱苑瑋教師 

司琴 何芷筠 曾曉芬 曾曉芬 張歷言 張歷言 周于琴教師 何芷筠 何芷筠 

延伸導師 
何芷筠 

李慈英 

陳孜孜 

周于琴教師 

羅美娟 

邱苑瑋教師 

彭采瑜 

蔡志明 

黃鳳霞 

羅美娟 

彭采瑜 

周于琴教師 

陳孜孜 

蔡志明 

邱苑瑋教師

李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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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十二月至二○二○年一月主日崇拜聖工人員一覽表 

主日 15/12 22/12 25/12 29/12 5/1 12/1 19/1 26/1 

教會年 

將臨期 

第三主日 

(紫) 

將臨期 

第四主日 

(紫) 

聖誔節 

 

(白) 

聖誕後 

第一主日 

(白) 

聖誕後 

第二主日 

(白) 

顯現後 

第一主日 

(白) 

豐收主日 

 

(綠) 

顯現後 

第三主日 

(綠) 

主禮  何俊威 溫家浩 周于琴教師 張自重牧師 李志雄 何俊威 張自重牧師 周于琴教師 

講員 邱苑瑋教師 張自重牧師 張自重牧師 周于琴教師 邱苑瑋教師 張自重牧師 周于琴教師 張自重牧師 

長崇 邱苑瑋教師 --- --- 邱苑瑋教師 周于琴教師 張自重牧師 邱苑瑋教師 張自重牧師 

讀經 鄭翠瓊 李思哲 彭采瑜 周貝蔚 蔡志明 黃鳳霞 林恵誠 冼慧珊 

經文 

賽 35 : 1-10 

雅 5 : 7-10 

太 11 : 2-11 

賽 7 : 10-16 

羅 1 : 1-7 

太 1 : 18-25 

賽 52 : 7-10 

來 1 : 1-4 

(5-12) 

約 1 : 1-14 

賽 63 : 7-9 

來 2 : 10-18 

太 2 : 13-23 

耶 31 : 7-14 

弗 1 : 3-14 

約 1 : (1-9), 

10-18 

賽 42 : 1-9 

徒 10 : 34-43 

太 3 : 13-17 

賽 49 : 1-7 

林前 1 : 1-9 

約 1 : 29-42 

賽 9 : 1-4 

林前 1 : 10-18 

太 4 : 12-23 

司

琴       

成人 趙沛陽 朱葆婷 趙沛晴 李恩諾 趙沛陽 王中真 趙沛晴 朱葆婷 

輔助 --- 譚柳華 趙沛陽 --- --- 趙沛晴 --- 趙沛陽 

司獻 
袁永章 

曾曉芬 

鄭賦行 

李敏儀 

鄭翠瓊 

林志雄 

楊芷茵 

何芷筠 

林嘉敏 

張少芳 

黃鳳玲 

梁健華 

陳敏嫺 

周貝蔚 

趙仕傑 

黃鳳霞 

地下招待 陳敏嫺 黃佩珍 胡礎雯 楊寶蓮 魏書如 李敏儀 梁笑琼 曾曉芬 

六樓接待 冼慧敏 林惠誠 陳孜孜 蔡志明 林志雄 楊芷茵 鄭賦行 袁永章 

詩歌 

84,頌新 9, 

79,470, 

頌新 14 

87,頌新

(9,109), 

89,頌新 69, 

265,頌新 108 

90,頌新 

(40,69), 

268,114 

100,頌新 

(75,51, 

92,16) 

128,頌新 

(16, 10, 

81), 122 

127,頌新 

(16,19, 

61), 262, 

頌新 104 

頌讚全能上

帝, 頌新

(104, 102), 

589,頌新 43 

50,頌新 

16, 437, 

以感恩為祭, 

頌新 61, 262, 

頌新 103 

插花 黃      鳳     霞 李    慈    英 

祈禱會 --- --- --- --- 張自重牧師 --- --- --- 

呈獻 --- 
李志遠 

楊芷茵 

李志遠 

何俊威 
--- --- 

鄭翠瓊 

趙仕傑 

鄭翠瓊 

李志雄 

鄭翠瓊 

李志遠 

崇拜代禱
負責人 

林嘉敏 梁笑琼 --- 朱葆婷 周于琴教師 何芷筠 --- 楊寶蓮 

司事執事 李        志        遠 鄭        翠        瓊  

音響小組 李        銘        生 譚        志        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