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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沐恩堂 

2020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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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事同工：鄧展鵬弟兄 

 

 

 

 

我們沐恩堂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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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aglchk@yahoo.com.hk
http://aglc.elc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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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沐恩堂進行「鄰舍同行．家庭支援網絡」LOGO 投票， 
弟兄姊妹亦表達對這事工的期望，為大家打氣，一齊看看！ 

 
 

 
 

 
 

您對「鄰舍同行．家庭支援網絡」有甚麼期望？（可填多於一項） 
 堂會關心社會，實踐主愛 (18) 
 實際幫助有需要的家庭 (17) 
 堂會走出社區，同行共享 (14) 
 開放堂會，接待鄰舍 (12) 
 其他：與弟兄姊妹一同留下回憶 (1) 
 其他：幫手搵資源 (1) 
 其他：弟兄姊妹共同擁抱教會異象，在服侍中經歷主恩 (1) 

 

 

 您想如何鼓勵沐恩堂弟兄姊妹一起參與這事工（打氣說話）： 

 同行共創造時勢、力氣 
 各位弟兄姊妹, 感恩沐恩堂有你 ❤, 不論你身在何方, 我們大家一

齊為鄰舍同行這個計劃出一分力, 在當中一齊實踐主愛 ☺🙏 
 既然上主開路，就一齊行啦！ 
 希望與你一起同行！ 
 請大家一齊起動 
 加油，上帝必保守帶領 
 發揮自己恩賜的時候到了，你的付出是成就這事工的一份力量 
 God is LOVE. 
 聽道行道，蒙福更多 
 感謝你們的委身，主必報答你們 
 讓我們一同起來，回應上帝給沐恩堂這個召命，讓我們每人都行出

一小步，祝福這個社區的孩子和家庭 
 照顧社區人士前，先照顧好自己，生活中有空間才服待😊 
 幸福係要行多一步 
 齊齊擔！擔子輕，輕快心，心繫你，你我他，跨啦啦！ 
 除了教會內的聖工事奉，能與眾肢體一起步出教會，關心社會，服

務鄰舍，有無比的幸福，寄望各位能踴躍參與！ 
 每位肢體的一小步，團結起來成為一大步。 

 

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如今就要顯明，你們豈不知道嗎？ 
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以賽亞書 43:19 

 

 

投票結果： 
設計 A (9票) 
設計 B (7票) 
設計 C (16票)  



3 

 

《牧函》再思同行                    張自重牧師 

沐恩堂未來兩年將推動「鄰舍同行．家庭支援網絡」計劃，盼望堂會
能夠連結社區資源，服侍區內家庭，關懷鄰舍們的身心靈需要。 

每當談到「社關」，大家也許會想像扶貧、社會服務、民生、靈性、全
人關懷等字眼，心想「都係呢 D 啦，教會版蛇齋餅粽囉！」有時候，若然
能夠為有需要的人提供他們喜歡的「蛇齋餅粽」也不失為好事，然而，沐
恩堂提到的社關服侍其關鍵詞是「同行」二字，當中的意義遠遠超越地上
的「蛇齋餅粽」。 

2020 年世紀疫症來襲，令不少家庭生活大受打擊，而基層家庭所面對
的「貧乏」不只於缺乏物資支援，更是缺乏朋友與同行者。在危難前教會
可以學習《使徒行傳》時代初期教會於疫情下與受苦者同行。 

今天，沐恩未必需要「開放」堂會接收患病者，但我們卻可以開放堂
會接待友鄰；沐恩未必需要做到「凡物公用」，但我們卻可以與友鄰共享
手中的五餅二魚；沐恩無需解決「制度」上的問題，但我們卻願意認識在
制度下努力生活著的友鄰，了解他們的需要，陪伴和協助解決，在路上肩
擔同行。 

在今次疫情，我們祈禱求上主帶來社會、教會的復興，叫冷漠的世界
能多一點溫暖，扭曲的人心能多一點關懷。誠意邀請你以不同的形式一起
與鄰舍同行，成為社區家庭支援網絡的一份子。 
 

在未來一年裡為「鄰舍同行．家庭支援網絡」作出的 10 個決定 

1. 我願意立志在生活上作一個與人同行的信徒。  
2. 在我的安靜時刻中，我願意尋求上主在生命中的心意。 
3. 我願意每星期至少一次點名為「鄰舍同行．家庭支援網絡」禱告。  
4. 我願意每星期認識未認識福音的朋友、家人，並為他們禱告。  
5. 我願意在我的社區中認識一些需要福音「家庭」。  
6. 我願意去認識我的鄰舍。 
7. 我願意向鄰舍介紹沐恩堂的「鄰舍同行．家庭支援網絡」。  
8. 我願意參與一次「鄰舍同行．家庭支援網絡」所舉辦的活動。  
9. 我願意擔當一次「鄰舍同行．家庭支援網絡」的事奉崗位。  
10. 我願意為我教會的牧者、事奉者禱告，求主使他們對「鄰舍同

行」有熱誠。  

家事分享： 
1. 教友大會最新安排：沐恩堂將於 10 月 25 日崇拜後召開 2020 年度

第一次教友大會，會議中除審閱本堂各部之半年工作報告及財務報
告外，更會選舉新一屆執事。敬請肢體們預留時間參加。 

2. 「兒童果園」復課啦！每主日早上 10 時，約定小朋友於沐恩堂副
堂聚集，一起唱詩、禱告、聽聖經、玩遊戲，更會一起禱告守望，
團契樂聚。如果大家都想帶小朋友參與「果園」，可以隨時聯絡鳳
霞姨姨或教牧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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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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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11、22/11、29/11、6/12、13/12、20/12、27/12、
3/1/2021、10/1/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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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孩及兒童洗禮簡介會將於 11 月 29 日、12
月 6 日崇拜後舉行，兩堂內容：聖洗、聖餐。若盼望子女於聖誕節
領洗的肢體，歡迎向教牧報名及查詢。 

4. 11 月 15 日邀請宣道出版社社長王礽福傳道蒞臨宣講，盼望藉主道
激勵肢體，背起十架，跟主腳蹤。 

5. 感謝上帝，本堂獲批《那打素基金》以推行「鄰舍同行‧家庭支援
網絡」計劃，首年撥款 187,000 元以推動本堂的社區關懷服侍。 

6. 本堂2020年9份崇拜因疫情關係未有進行實體崇拜，只有進行網上
崇拜。 

 
肢體需要： 
鍾麗珠姊妹、余潔桃姊妹、周新喜姊妹、陳二女姊妹、袁杏芬姊妹， 

廖淑卿姊妹、黃信行弟兄。求主醫治身體軟弱的肢體和家人。 
 

同心禱告、守望 

祈求上主…記念我們的沐恩堂 

主耶穌基督，感謝祢賜我們服侍社區的異象，又賜我們夠用的恩典，給予
我們「基金」的資助。主聖靈，願我們眾肢體在社區服侍的福音事工上能
夠有份，賜我們合一的心來成就祢的旨意，也教導我們依靠你，而非依靠
自己的能力，使我們成為福音的流通管子。求主垂憐我們。 

祈求上主…記念我們的肢體 

上主，在疫症的當下求主保守我們的信心，相信上帝是掌管環境的主，使
他們在逆境中仍能凡事謝恩，嘴唇結頌讚的果子。求主幫助正活在苦難中
的肢體，經歷到上帝是他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求主預備天使來守護他
們，使他們得著合宜的安慰。求主垂憐我們。 

祈求上主…記念我們的香港社會 

主啊，環顧身處的香港，我們看見社會謊話連篇、人心詭詐，原同形式的
暴力正充斥社會各個階層與領域。主啊，求祢保護眾百姓不被暴力威脅，
以真理引導百姓尋求祢的旨意。在這「黑夜已深」之時，求祢加添我們對
祢的信心，叫我們憑信看得見「白晝將近」，在這真惡的時勢，努力求善，
不要求惡，祢就必使我們存活，看得見祢所恩賜的白晝。求主垂憐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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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上主…記念我們身處的世界 

主上帝，求祢憐憫因天災、戰爭傷亡的人民，引導逝世者進入永生，治愈
身心創傷的人，拯救他們遠離傷害，讓他們在祢無限的慈愛裡找到力量和
慰藉，幫助他們度過這困難時刻，使人民早日得享和平。主聖靈，請幫助
我們珍惜祢所賜的一切恩典，並盡力援助活於苦難中的人，拭去苦痛的傷
痕。求主垂憐我們。 
 

差傳天地 
傳道部消息： 
 2020 年晨光冠冕跑將於 10 月 18 日(主日)

早上 7 時舉行，暫有 29 名肢體報名參與，

感謝各位落力地參與和支持!!!請在禱告

中記念參加者和此活動。 
 

差傳小分享： 

「神造我跑得快，是要去榮耀祂﹗」 

-Eric Liddell 
適逢冠冕跑，想跟大家分享一位很喜歡跑

步的宣教士的故事，他的名字叫做李愛銳

（Eric Liddell）。他在 1902 年出生於天津，

父母是英國倫敦差會的宣教士。他 5 歲時患

上嚴重痢疾而變得瘦弱、舉步維艱，長大後

卻跑得很快，性情亦謙和。 

1924 年的巴黎奧運場上，23 歲的他為了持守主日，放棄最有機會奪金

的 100 公尺項目，改參加較不擅長 400 公尺競賽，被祖國視為恥辱，沒

想到他不但摘下金牌，還刷新了世界紀錄。及後，在一感恩禮拜上，他謙

和地分享到：「或因失敗受辱，或因勝利得冠，若是盡力而為，就配得尊

榮。在這裡有許多人已經盡力而為，只是還沒有得勝利之冠，其實這些人

也應該得到尊榮。」 

一年後，在運動生涯頂峰的他，決定拋下一切，回到當時仍貧窮落後的

中國，於天津著名的基督教學府「新學書院」任教，深受學生歡迎，課餘

時，不少學生都樂意跟他回家一齊查考聖經。李愛銳到中國宣教 20 年，

二次大戰期間仍留守戰區照顧傷患，直到最後被關在日本集中營，仍不停

用生命見證信仰。1945 年，李愛銳死於腦癌，於短短 43 年的人生，李愛

銳一生雖然短暫，卻跑出最令人激賞姿態，他奔跑不是為世上的掌聲與榮

耀，而是為天上不能朽壞的冠冕。 



6 

 

宣教工場及宣教士代禱消息： 

海外宣教部差傳代禱需要： 

1. 東南亞地區： 

 泰國：求主引領泰國信義會總會各項工作、福音事工的發展。求主保

守泰國大學生在曼谷舉行要求改革政府的示威集會，和平有序，賜智

慧予當權者處理問題。 

（東北）歐陽雪玲姑娘：求主建立青少年對信仰渴慕和追求的心。並

為本人申請續期居留及工作簽證禱告。（曼谷）鄭婉嫻姑娘：為我媽

媽的身體和適應一個人居住禱告 (因為同住的弟弟和弟婦會搬家)，求

主看顧媽媽身心壯健，能夠早日信主。 

 柬埔寨：柬埔寨政府已於 9 月 12 日批准教會重開聚會，雖有不少規則

要遵守，但仍為此感恩！吳炳南、鄧美芬夫婦、陳詠恩 (柬埔寨)：學

校已陸續重開，Delight Hostel (5 位) 宿生已於 9 月尾返回 LOC 並於 10

月 1 日開學，求主保守她們平安和新學年學習。為娜婆婆身體禱告，

因早前大雨時曾兩度跌倒，期後不能下床，進食情況欠佳，導致身體

虛弱；我們已協助她到醫院檢查及開藥，求主藉藥物讓娜婆婆身體早

日康復。更為婆婆信主禱告，藉着同工的探訪及查經，可以早日決志。

LOC 同工於 9 月尾舉行了同工退修營，感謝主讓我們在此行中與神相

遇，建立團隊，及一切平安。 

 越南：感恩，越南學校各班級可以正常開學，一切平安。張傳道、賴

傳道於中秋佳節為少年人舉辦中秋活動，今是次活動首次由少年人負

起全責，兩位傳道為此非常感恩，他們將於 10-11 月為少年人舉辦 4

堂品格塑造培訓聚會，願他們能學以致用。亦請為教會的弟兄姐妹投

入並委身教會生活代禱，求主感動。 

2.  歐洲地區： 

 荷蘭：荷蘭近期確診新冠肺炎疫症上昇，日日創新高，9 月 24 日單日

就有 2,552 宗，求主憐憫保守。提爾堡教會因缺乏聚會地點，仍未能穩

定舉行實體崇拜，求主保守弟兄姊妹的信心、愛心和盼望的心。荷文

班剛開始新學期，求主賜洪盛霞牧師、黃兆良師丈聰明智慧。 

3.  海外宣教部： 

 辦事處已初步草擬出 2021 年事工計劃，待 11 月新一屆部會成立後再

作詳細討論，求主帶領。10 月 26 日上午將舉辦"靈修彩繪退修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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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帶領整個營會的安排，亦讓主領者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大埔堂杜紹

君傳道及一眾參加者都得蒙造就。請繼續為辦事處和本會宣教士及各

地宣教工場的經濟需要祈禱，求主為我們預備。 

陳永安牧師一家德國宣教感恩及代禱需要： 

不萊梅教會肢體感言： 

 「Hello 大家好！香港嘅弟兄姊妹，你哋好！我叫 Florence ，係不萊

梅團契嘅姊妹，我哋好開心有陳牧師、師母過嚟同我哋一齊，佢哋一家人

一齊過嚟，係我哋團契第一個住喺呢個城市嘅牧師、 師母 。好感恩！覺

得好感恩嘅係有自己嘅牧者。咁我哋都會好珍惜！咁難得喺香港有牧者願

意過嚟呢度同我哋一齊生活又牧養我哋，我哋梗係好開心啦！我係呢度團

契嘅同工，咁其實有牧者喺度，對我哋嚟講 係好重要架！關顧弟兄姊妹

嘅需要啦、團契聚會嘅安排啦，其實有牧者真係好唔一樣架。希望你哋都

有機會過嚟探我哋啦，或者係繼續支持陳牧師、 師母。希望我哋可以保

持聯絡，拜拜！」 

德國那邊的情況： 

 歐洲疫情再爆發踏入 9 月，這裡進入秋季，天氣已經有如香港的冬季。

隨著氣溫下降，加上復工復課，不萊梅感染個案上升至每日超過 100 人，

對一個有 60 萬居民的城市來說，已經達到疫區的水平。全國也加強了防

疫，加強限制。到訪其他州住宿旅店，需有核酸測試證明。公共場所限制

也由 10 人減到 4 人。雖然仍然可在教堂舉行實體崇拜，但也不知可以持

續多久。  

感恩及代禱需要： 

1. 感恩！弟兄姊妹的禱告與奉獻支持，使我們在這一年在不萊梅事奉

 主。願意被主繼續使用，開展福音禾場。 

2. 感恩！團契有一對弟兄姊妹結婚，求主賜福他們。也為我們牧養家庭
 禱告，求主賜我們智慧。 

3. 團契將在 10 月 17 日舉行迎新活動，並由青年小組舉辦活動跟進，求

 主幫助我們接納新生，也讓他們留下來認識信仰。 

4. 為我們的孩子在德語上的進步禱告，讓他們能跟上學校進度。也為永

 安及兆琪學習德語祈禱。 

5. 為我們的精神體力禱告，在各項福音工作、教導、探訪和學習中，求
 主加力。 

6. 現時歐洲疫情再爆發，求主憐憫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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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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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關係，所有實體崇拜及團契暫停， 
改於網上崇拜及團契。 

二○二○年十月至十一月份聚會一覽表 

聚會 時間 24/10 31/10 7/11 14/11 21/11 28/11 

安得烈 

小四至六 

逢星期六 

下午2:00-3:

30 
青年崇拜 芳 芳 

厨 房 

(合團) 

待   定 
青 年 

崇 拜 彼 得 

中一至三 

逢星期六 

下午2:00-3:

30 

大 專 生 
分 享 

查 經 生 日 週 Switch 

約書亞 

大專至 

在職青年 

每月聚會 

三次 

教友大會 

(25/10 日) 

靜 觀 

(1/11 日) 

休 會 

(8/11 日) 

查 經 

(15/11 日) 

BBQ 

(22/11 日) 

待 定 

(29/11 日) 

以利亞 

已婚/其他 
每月聚會 

一次 
--- --- --- 

寶 劍 

好練習 

(13/11 五) 

--- --- 

 

聚會 時間 21/10 28/10 4/11 11/11 18/11 25/11 

以斯帖 

55以上 

逢星期三 

早上10:00-

11:00 

開 心 
樂 園 

靈 聽 
長者心 

福音粵曲 
詩歌齊齊唱 

秋 季 
旅 行 

雲 彩 
片 片 

靈 聽 
長者心 

二○二○年十月至十一月兒童果園負責人一覽表 

主日 18/10 25/10 1/11 8/11 15/11 22/11 29/11 

主題信息 50+主日 
最大的 

誡命 

驕傲與謙卑 

的抉擇 

警醒等候 

的童女 

善良又忠心 

的僕人 
接待耶穌 待 定 

主禮 李慈英 黃鳳霞 陳孜孜 李慈英 黃鳳霞 蔡志明 李慈英 

信息宣講 蔡志明 周于琴教師 張自重牧師 蔡志明 周于琴教師 邱苑瑋教師 張自重牧師 

司琴 youtube 黃可兒 曾曉芬 何芷筠 周于琴教師 曾曉芬 何芷筠 

延伸導師 蔡志明 --- 陳孜孜 --- 
崔嘉敏 

周于琴教師 
--- 陳孜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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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十月至十一月主日崇拜聖工人員一覽表 

主日 25/10 1/11 8/11 15/11 22/11 29/11 

教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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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 

聖靈降臨後 

第廿四主日 

(綠) 

基督君王日 

 

(白) 

將臨期 

第一主日 

(紫) 

主禮  何俊威 
神學生 

楊芷茵 
周于琴教師 張自重牧師 趙仕傑 楊寶蓮 

講員 張自重牧師 周于琴教師 張自重牧師 王礽福傳道 張自重牧師 邱苑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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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 李敏儀 冼慧珊 周貝蔚 黃鳳霞 黃鳳玲 陳敏嫺 

經文 

利19:1 - 2, 
15 - 18 

帖前2: 1 - 8 

太22:34 - 46 

彌 3:5 - 12 

帖前 2:9 - 13 

太 23:1 - 12 

摩 5:18 - 24 

帖前 4:13 - 18 

太 25:1 - 13 

番 1:7、12-18 

帖前 5:1 - 11 

太 25:14 - 30 

結 34:11-16, 
20-24 

弗 1:15 - 23 

太 25:31 - 46 

賽 64:1 - 9 

林前 1:3 - 9 

可 13:24 - 37 

司

琴       

成人 
朱葆婷 

張歷言 

朱葆婷 

張歷言 
王中真 譚柳華 李恩諾 

朱葆婷 

張歷言 

輔助 --- --- --- --- --- --- 

司獻 
崔嘉敏 

何芷筠 

趙沛晴 

李思哲 

譚志雄 

張少芳 

梁笑琼 

黃佩珍 

李敏儀 

鄭賦行 

連家輝 

黃碧瑤 

地下招待 鄭賦行 林惠誠 魏書如 袁永章 梁健華 林嘉敏 

六樓接待 --- --- --- --- --- --- 

詩歌 

195,頌新 
(77, 107), 

73,頌新69, 
225 

頌新 3, 
感謝主十架, 

416, 頌新 
(107, 81) 

44, 
感謝主十架, 

79, 475, 
頌新 69, 451 

頌新 10, 

感謝主十架, 

頌新(104,  

40), 407 

37, 
感謝主十架, 
頌新 10, 42, 
頌新 69, 498 

頌新(14, 9), 
83, 474, 

485 

插花 李  慈  英 鄭  翠  瓊 陳  孜  孜 

祈禱會 --- 周于琴教師 --- --- --- --- 

呈獻 
鄭翠瓊 

林惠誠 
--- 

李志遠 

何俊威 
--- 

李志遠 

譚志雄 
--- 

崇拜代禱
負責人 

周貝蔚 胡礎雯 李志雄 趙仕傑 溫家浩 曾曉芬 

司事執事 鄭 翠 瓊 李         志         遠 

音響小組 譚 志 雄 李         銘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