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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沐恩堂 

2021年 6月《家訊》 

 

 

 

通訊地址：九龍窩打老道 50A 信義樓四樓 

電話：26811800 

電郵：aglchk@yahoo.com.hk        

網址：http://aglc.elchk.org.hk 

同工團隊：張自重牧師、邱苑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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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年題： 
常在主恩中、同行同成長、 

關愛眾鄰舍 

mailto:aglchk@yahoo.com.hk
http://aglc.elc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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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今日、將來的沐恩堂。    溫家浩弟兄（本堂執事） 

最近有機會和一班弟兄姊妹談及沐恩堂的歷史，屈指一算，原來

距離我第一次接觸教會，參加沐恩堂的聚會，已經是三十一年前的

事。 

 1990 年的暑假，剛剛由初中升中四，透過一個同學的邀請，我和

幾位同學參加了一個林務工作營。五日四夜，每朝早由漁農處職員

安排我們一班中學生參與植樹、除草、修剪樹木等工作，下午和晚

上就在漁農處的管理站有各式各樣的活動。事隔多事，營會中發生

的一切趣事和辛苦的林務工作經歷，仍然是老同學聚會的話題。 

營會過後，看似順理成章，一班中四學生就開始了一個團契－「約

書亞團契」。經過四至五年中學畢業和大專的洗禮，參與團契的團

友逐漸減少，三十年後的今日，仍在沐恩堂聚會的，就只剩下兩名

「資深教友」⋯ 

每當想到這裏，不期然會想起許多曾經在沐恩堂經歷上帝、一同

聚會、一同事奉的弟兄姊妹。當中亦有很多曾經參與兒童主日學、

假期聖經班和其他聚會的禾信學生和家長。甚願上帝繼續使用沐恩

堂，好讓他們有機會藉著子女就讀禾信而在這六年的小學生活當中

接觸到福音，並且開始穩定的教會生活。 

最近大家已經透過崇拜後的沐恩家會和弟兄姊妹的分享得知教

會在學校場地使用上的安排和我們需要面對的改變。回想沐恩堂與

禾輋瀝源社區過去種種的轉變，我深信若非天父的保守和眷顧，單

單靠一班熱心服侍教會的教牧和每一位弟兄姊妹是不可能成就今天

的沐恩堂。縱使我們所面對的挑戰是前所未有，例如每個星期日理

所當然的、自由地實體崇拜因著疫情緣故或場地使用限制需要改為

網絡崇拜、社會氣氛的轉變、弟兄姊妹移居海外以及教會需要額外

財政負擔以支付場地租借費用等⋯唯願我們能繼續緊緊倚靠上帝，

為禾信師生家長和源禾社區繼續堅守我們所確信的信仰，努力傳揚

福音，見證基督。 

「從前引導你們、傳上帝的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記念他們，效
法他們的信心，回顧他們為人的結局。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
到永遠，是一樣的。」（希伯來書 13: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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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做                                 張自重牧師 

保羅說：「弟兄們⋯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
黑夜的，也不是屬幽暗的。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儆
醒謹守。」（帖前五 5-6） 

你是一位 Dead Line Fighter 嗎？知道何時 Dead Line，總比不知道

Dead Line 好，因為我們可以在 Dead Line 預備都未遲。然而，面對

主再來的日子耶穌卻直率地告訴我們說：「那日子、那時辰是沒有人

知道的，甚至祂自己也不知道，惟獨上帝知道。」（太廿四 36）保

羅在送給帖撒羅尼迦教會肢體的信中再次重申「那日子」是來得很

突然，像夜間賊人一樣（帖前五 4）。 

無可否認，我們的肉身真實地活在「物質」的世界之中，透過上

帝所賜的感觀經驗著這世界。正以為活得「平安穩妥」的時候，世

界的挑戰正等候著我們…疫情、工作、學業、前途、社會環境、教

養孩子…在一次又一次的攻擊下，實在難以常常保持心靈的活力和

盼望。一句日常用語會否是你我心靈的寫照：「好灰呀！」 

保羅說：「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黑夜
的，也不是屬幽暗的。」（v. 5）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贖成就了光明

的道路，我們藉信靠祂得成為「光明兒女」。世界的黑暗依舊張狂，

但絕不能吞噬我們，信徒們要時刻儆醒地與基督一同生活，作一個

時刻裝備就緒的人就無所懼怕。 

沒有人知道「那日子」甚麼時候會來，同樣沒有人曉得上帝在甚

麼時候召你回去，或會否呼召你和你一家散居異地。人總不能把一

些應做的事情擱置，留到最後一刻才趕緊去辦。學生到了老師派試

題的時候，才思量作準備應試的工夫，實在太遲了！當暴風雨開始

吹襲的時候，才想及修補屋漏，也實在太遲了！在「時候未到」之

時，讓主的聖道儆醒我們的心，在沈睡中醒悟過來，在不同的位置

上盡做，就是盡心做、盡意做、盡力做。 

家事分享： 

1. 疫情緩和，本堂已逐步恢復實體聚會，弟兄姊妹進入堂會聚會

時，請配帶口罩、量度體溫、清潔雙手，並請在地下接待處填寫

《健康申報表》。肢體若有查詢，歡迎隨時與教牧同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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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月第一、三主日崇拜後於禮堂將舉行「全教會祈禱會」，祈禱

會前將設沐恩家會，分享肢體代禱需要、執事會議決事項、堂會

發展計劃及財務狀況等，就著堂會近況與肢體需要作交流，請大

家預留時間參與。 

3. 栽培部於 6 月 27 日崇拜後舉辦「家庭靈修」講座，介紹家庭靈

修的基本要義、實踐及相關資源，歡迎肢體參與。 

4. 暑假期間學校有裝修工程，總務小組統籌本年 6 - 8 月幫忙執拾

整理教會物件，7 月 6、7 日（星期二、三）下午 2 時至 5 時將有

「執拾大行動」，鼓勵弟兄姊妹抽空協助參與。 

5. 因應疫情及堂會事工需要，執事會議決提前於 7 月 4 日舉行本年

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屆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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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弟兄姊妹撥冗參加。 

6. 有關颱風或黑雨期間，本堂之措施如下：聚會前兩小時懸掛八號

颱風或黑雨警告，所有聚會取消；八號颱風或黑雨除下後兩小

時，所有聚會恢復。若紅雨警告訊號生效，中、小學團契及兒童

果園暫停。請肢體垂注。 

7. 暑假期間，張牧師一家及黃力之弟兄一家將分別起程移居英國，

甚願上主保守看顧眾人的家庭，不論身在何處仍蒙主恩牽引。 

8. 本堂 2021 年 5 份崇拜出席人數平均為 70 人（成人 61 人、兒童 4

人、長者崇拜 5 人）；領餐人數平均為 66 人（成人 51 人、兒童

5 人、外會會友 10 人）。 

2021 年第一次教友大會執事選舉事宜 

今年 7 月 4 日將舉行本年度第一次教友大會，屆時會選出新一屆執
事，2018 年經教友大會決議修訂本堂候選執事資格： 

1. 成為本堂教友三年或以上。 

2. 崇拜出席率達 75%或以上。（由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5 月第一
主日共舉行 15 次實體崇拜聚會，以 15 次實體聚會為基數，以
得出是次崇拜出席率） 

3. 過去三年曾有一年擔任事奉崗位。 

基於上述資格，同時經執事提名委員會提呈，執事會議決通過提名
以下肢體為候選執事（排名不分先後）： 

何俊威弟兄、袁永章弟兄、廖淑卿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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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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芝強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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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香港禱告 

上主，祢是我們的磐石，我們的拯救，我們要投靠祢。求祢搭救我

們，讓我們看到自己的罪孽，與及整個城市和制度的敗壞，好使我

們真誠地反省和悔改。上主，在撕裂與對立中，求祢引導教會與各

信徒作和平之子，能在這個城市中作有效的見證，讓眾人都高唱哈

利路亞，榮耀祢的名。求主垂憐我們。 
 

為正活於苦難中的肢體禱告 

上主，在苦難前求主保守正活於苦難中的肢體的信心，相信上帝是

掌管環境的主，求主幫助他們在苦難中經歷祢的安慰，讓他們的生

命透過苦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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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們得著合宜的支援。求主垂憐我們。 
 

為沐恩堂更新禱告 

天父上帝，求祢賜給教會各樣的恩典，讓眾肢體在其中彼此配搭成

長。藉著祢的所選召的牧者牧養照顧我們，給我們安慰、教導與同

行。往後的日子，求祢使沐恩堂充滿真理與和平，求祢更新復興我

們的靈命，繼續與教牧團隊實踐祢賜予我們的異象，求主垂憐我們。 
 

差傳天地 — 傳生命之道，很需要「一天新似一天」的信心 
記得一位著名女星，在丈夫出軌後事隔多月回應傳媒。雖然她已不
想再多談這事，不過這樣說：「我感到自己裡面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再成熟了。不是到了 40 多歲就不能再成熟，原來你覺得自己成熟
了，是可以再成熟一點。當我沉澱後，好像人生及內在的思維又去
了另一個階段。」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哥林多
後書 4章 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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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跳不出障礙牆的心魔，是「都係咁㗎啦！」、「做咩都冇用㗎

啦！」這些把自己被石頭圍堵起來的頑石。無論是與人分享上帝的

心志、評價自己與別人的生命，還是面對現今社會狀況，其實上帝

很不想我們成為硬巴巴的人，失去「一天新似一天」的信心。這樣

的人，可能很難被上帝使用，因為聖靈活潑的動能都被他一盆冷水

倒下去了。 
 

求主的靈更新改變我們的頑梗。藉著禱告，與細心觀看身邊微小的

事，發現上帝在你生命奇妙的作為，祂要使用你去服侍祂呢！ 
 

 

 

 

 

見字禱告：安琪一家 (德國) 

1. 感恩！德國感染數字下降，但求主憐憫，止息全球的疫情，特別

是在印度及沒有足夠疫苗的地區。 

 

2. 感恩！不萊梅團契在 5 月 8 日順利舉行就職禮，並為 3 位大學生

舉行浸禮。現在學生都忙於考試、實習及計劃下學年的升學或工

作，求主帶領。 

 

3. 感恩，5 月 22-24 日，德國北部 13 個城市線上舉辦聯合生活營。

求聖靈繼續引導信徒，有從上而來的喜樂。 

 

4. 請為陳牧師 7-9 月回香港述職禱告，願旅程順利，述職期間能連

結弟兄姊妹，分享在德國宣教的異象。也求主保守陳師母及孩子

留在不萊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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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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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22 

(網上崇拜) 
63 66 63 65 

兒童果園 7 --- 2 11 7 7 

長者崇拜 --- --- 3 6 7 5 

長者主日學 4 --- 4 4 4 4 

安得烈團契 
2 

(網上聚會) 

1 
(網上聚會) 

3 3 3 2 

彼得團契 --- --- 7 12 7 9 

約書亞團契 --- --- 6 --- 8 7 

以利亞團契 --- --- 7 --- --- 7 

以斯帖團契 --- 11 14 14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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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六月至七月份聚會一覽表 

聚會 時間 26/6 3/7 10/7 17/7 24/7 31/7 

安得烈 

中一至三 

逢星期六 

下午2:30- 

4:30 

歷 奇 

遊 戲 聯 團 

崇 拜 
待   定 

彼 得 

中四至六 

逢星期六 

下午2:30- 

4:30 

待 定 

約書亞 

大專至 

在職青年 

每月聚會 

三次 

查 經 

(25/6 日) 

教 友 

大 會 

(4/7 日) 

--- 
查 經 

(18/7 日) 

Outing 

(25/7 日) 

Board  
Game 1 

(1/8 日) 

以利亞 

已婚/其他 

每月聚會 

一次 
--- --- 

查 經 

(9/7 五) 
--- --- --- 

 

 

聚會 時間 23/6 30/6 7/7 14/7 21/7 28/7 

以斯帖 

55以上 

逢星期三 

早上10:00-

11:00 

五月起本堂於信義會金齡中心舉行的週三以斯帖團契及 
週四長者崇拜將逐步恢復實體聚會，肢體若有查詢， 

歡迎隨時與教牧同工聯絡。 

 

二○二一年六月至七月兒童果園負責人一覽表 

主日 20/6 27/6 4/7 11/7 18/7 25/7 

主題信息 新造的人 人類犯罪 
使女孩復活

的耶穌 

被人厭棄與

不受尊重 

要工作 

也要休息 

挪亞方舟 

上帝的公義

與恩典 

主禮 曾曉芬 邱苑瑋教師 李慈英 陳孜孜 崔嘉敏 曾曉芬 

信息宣講 蔡志明 邱苑瑋教師 周于琴教師 黃鳳霞 周于琴教師 蔡志明 

樂手 袁可兒 --- 周于琴教師 --- 周于琴教師 袁可兒 

延伸導師 曾曉芬 --- --- --- 周于琴教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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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六月至七月主日崇拜聖工人員一覽表 

主日 20/6 27/6 4/7 11/7 18/7 25/7 

教會年 

聖靈降臨後 

第四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第五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第六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第七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第八主日 

 (綠) 

聖靈降臨後 

第九主日 

 (綠) 

主禮  周于琴教師 邱苑瑋教師 張自重牧師 溫家浩 李志雄 趙仕傑 

聖禮牧師 --- 張自重牧師 張自重牧師 張自重牧師 --- 吳麗卿牧師 

講員 邱苑瑋教師 張自重牧師 黎淑美老師 張自重牧師 邱苑瑋教師 胡闖明教師 

長崇 張自重牧師 邱苑瑋教師 張自重牧師 邱苑瑋教師 胡闖明教師 邱苑瑋教師 

讀經 鄭翠瓊 黃鳳霞 林惠誠 周貝蔚 李敏儀 李思哲 

經文 

伯 38:1 - 11 

林後 6:1 -13 

可 4:35 - 41 

哀 3:22 - 33 

林後 8:7 - 15 

可 5:21 - 43 

結 2:1 - 5 

林後 12:2 - 10 

可 6:1 - 13 

摩 7:7 - 15 

弗 1:3 - 14 

可 6:14 - 29 

耶 23:1 - 6 

弗 2:11 - 22 

可 6:30 - 34, 
53 -56 

王下 4:42 - 44 

弗 3:14 - 21 

約 6:1 - 21 

司

琴       

成人 王中真 張歷言 譚柳華 王中真 
朱葆婷 

曾曉芬 
李恩諾 

輔助 --- --- --- --- --- --- 

司獻 
黃鳳玲 

梁健華 

胡礎雯 

陳孜孜 

李敏儀 

鄭賦行 

黃碧瑤 

陳敏嫺 

溫家浩 

連家輝 

楊寶蓮 

黃佩珍 

地下招待 林志雄 魏書如 黃鳳玲 林志雄 鄭賦行 魏書如 

六樓接待 --- --- --- --- --- --- 

詩歌 

頌新(2,77, 
4, 87),  
因著信, 
頌新 108 

206,頌新(77, 
4, 75, 80, 
69), 369 

217,  
頌新 87, 388,  
頌新(111, 
69), 295 

213,  

頌新(87, 80, 

104, 69, 41) 

73, 
頌新 87, 367, 
431, 頌新 108 

256, 
頌新(87, 121, 
92, 69), 489 

插花 李    慈    英 鄭       翠       瓊 

祈禱會 --- --- 張自重牧師 --- --- --- 

呈獻 --- 
冼慧珊 

李志遠 

黃鳳霞 

鄭翠瓊 

黃鳳霞 

譚志雄 
--- 

黃鳳霞 

冼慧珊 

崇拜代禱
負責人 

梁笑琼 李慈英 --- 李志雄 何俊威 胡礎雯 

司事執事 冼    慧    珊 黃       鳳       霞 

音響小組 譚    志    雄 梁       健       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