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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在每一代以生命見證 活出基督的樣式 轉化社區

                       見證分享                         

早堂:郭珮珊、周愷盈/中堂:廖錦綉、伍謙朗/午堂:李劍儀、謝家耀

差傳主日崇拜程序
讀 經  坐
 馬太福音 1:18-23, 28:16-20 （新約 1/44 頁）


                         預備心靈                        坐

主 席
（崇拜聚會時請將手提電話及傳呼機關掉）
 宣 召  坐

         講 道  坐
        楊子聰先生 

神要與我們同在

「你們和我當稱耶和華為大，一同高舉他的名。」詩篇 34:3
                         敬拜讚美                         
早堂
1. 靜候恩主
2. 祢是君王
3. 主給我子女名份

中堂、午堂
1. 我們來到主面前
2. 如鹿的心
3. 祢真偉大
4. 主我高舉祢的名

                         讚美祈禱                         

十 誡  立
第一：除了耶和華以外，不可有別的上帝
第二：不可敬拜偶像
第三：不可妄稱上帝的名
第四：當遵守安息日，守為聖日
第五：當孝敬父母
第六：不可殺人
第七：不可姦淫
第八：不可偷盜
第九：不可作假見證
第十：不可貪心



 奉 獻  坐

以愛奉獻

 振翅翶翔

第 14 首

                       奉獻祈禱                        坐
                           散會詩                        立

請差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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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福  立

    
早堂、午堂：陳偉文牧師／中堂：林志文牧師
                     家事報告及代禱                    坐
        廖愛霖姑娘 
                      彼此問候                         
                 午堂崇拜後請會友收拾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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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日報告
1. 蒙新興宗教關注事工總幹事楊子聰先生蒞臨證道，本堂謹此致謝。
2. 歡迎第一次蒞臨本堂參加崇拜的朋友，散會後歡迎您留步片刻，讓我們彼
此更多認識。
3. 已購買 2016 年全年好日曆的弟兄姊妹，請到收費報名處領取。
(早堂-趙錦蘭姊妹、中堂-張玉葉姊妹、午堂-李曼玲姊妹)
4. 「婚姻下半場」於是主日下午 2:30 在赤柱浸信會禮堂舉行，請弟兄姊妹
準時於下午 1:30 在柴灣港鐵站小巴站集合前往。
5. 董美琴牧師前往紅磡基道堂證道。
家事報告
1. 因東貿廣場於 15/11(下主日)進行供電系統維修工程，上午 8:30 才恢復電
力，故早堂崇拜改於上午 8:45-10:00 舉行，中堂及午堂崇拜時間不變。敬
請留意。
2. 10 月份祈禱會出席人數：30/10(五)太古城 6 位，31/10(六)小西灣區 12 位，
10 月份的祈禱會總人次為 111 位。
愛心茶聚
主辦：傳道部
不論是舊雨新知，都歡迎你們一齊來飲茶食餅，談談信仰，笑說人生，
建立關係。
日期：11 月 22 日(主日)
時間：上午 9:30 至 10:15 及上午 11:00 至 11:45
地點：東貿廣場 11 樓空中花園
2015 年感恩祈禱會
日期：11 月 28 日(六)
時間：晚上 6:00 至 7:30
地點：東貿禮堂
「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主的恩典都要記清楚」…..主的恩典實在數之不盡，
豈能少了你的分享呢？我們今年會繼續舉辦感恩祈禱會，誠邀你撥冗出席。
另外今年我們加設了六個「黃金見證」時段，於當晚你可享有 3-5 分鐘時間
詳盡地分享你經歷神的個人見證，請儘快在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填上你的名
字喔…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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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龍山堂交流
主辦：差傳小組
聖誕是普天同慶、萬眾同歡的日子，你願意與順德龍山堂弟兄姊妹、
朋友一同分享這快樂的時光嗎？
日期：12 月 25-26 日(五至六)
費用：$1200 (教會資助 1/3)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截止日期：11 月 29 日(主日)
出發前會議：5/12(六)下午 4:00，12/12(六)下午 4:00，23/12(三)晚上 7:30
內容：
1. 協助龍山堂舉辦聖誕福音晚會
2. 在晚會帶領詩歌敬拜
3. 分享你的見證
4. 一同跳讚美操
如果你願意主動認識朋友，又能以基本的普通話溝通，也能出席三次會議，
祈禱後，神有感動你的心，請你在報名表上填上你的名字。名額 20 位，
需要簡單面試。如有任何疑問，可向林志文牧師查詢。

聖誕聚餐
日期：12 月 27 日（主日） / 時間：下午 1:00
地點：柴灣怡軒酒家
內容：午膳、洗禮者分享見證、遊戲、抽獎
費用：120 元（弟兄姊妹、新朋友及洗禮者）
80 元（洗禮者自付請客），4 歲或以下免費（需報名）
對象：本堂弟兄姊妹及新朋友
截止：12 月 13 日（主日）
備註：截止後報名，一律收費為 140 元
報名：早堂-趙錦蘭姊妹、中堂-張玉葉姊妹、午堂-李曼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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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份教會祈禱會
地點

東貿

日期
4/11(三)
5/11(四)
18/11(三)
19/11(四)
28/11(六)
28/11(六)
28/11(六)
28/11(六)
逢星期日

主日崇拜事奉人手

時間
晚上 8:00
下午 1:00
晚上 8:00
下午 1:00
下午 6:00
下午 6:00
下午 6:00
下午 6:00
上午 7:30

性質
全教會
全教會
全教會
全教會
分區-太古城
分區-小西灣
分區-將軍澳
分區-筲箕灣
全教會

負責人
廖愛霖
廖愛霖
林志文
林志文
全年感恩祈禱會
全年感恩祈禱會
全年感恩祈禱會
全年感恩祈禱會
王敏瑛

人數
24
13
--------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
柴灣堂

【成人崇拜】
【兒青崇拜】

早堂
大喜樂

成人崇拜

總數：

118

中堂

12
仁愛
317 兒青崇拜

126
17

午堂
73
主日飛躍
20
活力寶寶
24
總數：
73

財政收入
姚錦棠夫婦、陳伯洪夫婦、朱文正夫婦、阮賜業夫婦、李錫堅夫婦
何國良夫婦、劉兆強夫婦、羅永揚夫婦、葉錦清夫婦、郭廣輝夫婦
韋碧雲、林美珊、陳萬意、陳嘉慧、陳美蓮、林志文、鄭寶玉、陳施芳
周貴芳、吳潤洪、馮夏萍、蘇麗珍、蔡靜雯、謝瑞鋒、黃旭華、李嘉穎
麥雯卿、區嘉樂、張美華、郭嘉裕、張珍玉、蕭健衛、廖明禮、李月英
張碧珍、阮妙玲、葉娟雲、何志聲、彭耀佳、趙麗華、王景文、歐月群
甄美娟、林瑞梅、董美琴、趙閏妹、區振光、劉鳳蓮、王淑恩、葉明皓
黃惠珍、李玉蓮
主日獻金共收$157,787.00
本月至今收獻金 $157,787.00

講員/主題

主席/敬拜

領唱/司琴

招 待

影 音

關新組

插花

胡桂芬
梁錦明 葉娟雲 王昌文 王彩娣
早
阮賜業
堂
梁錦明組 曾曦嬈 鄧淑雯 勞 坤
鄭維珍
方意蘭
楊子聰
姚根英
區嘉樂 吳文慇 甄美娟 劉永聰
本中
差傳主日
李玉蓮
週堂
區嘉樂組 郭嘉裕 林麗娟 張瀚懷
鍾艷霞
李玉琴
薩嘉峰 李恆瑜
陶世吉 黃敏玲
午
曾潔梅
堂
區嘉樂組 吳文慧
黃旭華 李玉蓮
李曼玲
歐 娟
曾富超 植浩文 王健瑛
早
曾富超
阮賜業
堂
黎美善 楊美珠 林顯望
馮夏萍
施金可
關寶煇
王嘉雯
下中
陳幗徽 陳秀梅 麥超祺
職場主日
陳幗徽
李玉蓮
週堂
溫穎瑤 李月英 李浩賢
趙淑清
曾潔梅
吳潤洪
午
吳潤洪
王淑恩 陶世吉 李玉蓮
堂
廖錦綉
李玉琴
梁錦明組：梁錦明、葉娟雲、蔡玉英、林慧玲、曾曦嬈
區嘉樂組：區嘉樂、麥雯卿、關寶煇、陳幗徽、林顯望、郭秀嫻、周文慧
麥朗然
搖籃班

活力寶寶

仁愛

大喜樂

飛躍敬拜

梁慕燕
高小慧、施曦琳
李珮雯、黃敏兒 呂慧敏
鄭寶玉
廖愛霖
黃嘉迪、莊志芬
林燕愉
李慧蘭
張玉英
林美儀
下
李劍儀、許諾思
羅美蓮、陳嘉慧 麥雯卿
參與
鄭寶玉
週
趙錦蘭、林鳳儀
何家輝
張寶怡 成人崇拜
張玉英
註：所有事奉人員將不會另作通知，如需調動，請與李恆瑜聯絡。
本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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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代禱資料
8/11

星期日

為肢體代禱
麥超祺、馮美寶家庭（起羊羊）
‧ 感謝主，夫婦二人與幾位弟兄姊妹旅行，整個旅程有神的保守，並且十分享
受。
‧ 為兒子朗然的工作祈禱，求神帶領前路，找到自己的方向。
‧ 為女兒詠晞祈禱，求神帶領她在學校的學習。感謝主，她在飛躍牧區有成長，
求神繼續帶領她。

禱讀經文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
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馬太福音 1:22-23

為竹居台協會祈禱
‧ 黃嘉和弟兄之追思會已於 17/10 舉行，請繼續記念弟兄的父母、兩位姊姊和
家人。
‧ 游永釗夫婦已於 8 月完成烏干達宣教任期，請記念他們回港後的適應和各
項安排。
‧ 笑臉姑娘已於 10 月完成在港宣教任期，請記念笑臉姑娘於香港的進修和探
索未來之方向。
9/11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陶世吉、梁慕燕（經嚐喜樂）家庭
‧ 感謝神，讓我們有事奉的機會；求主繼續使用我們的事奉，讓我們經歷神更
多。
‧ 為慕燕禱告，求神繼續幫助她的事奉及適應小組生活。
‧ 為兒子子威禱告，讓他經歷神的愛，並且再次融入教會生活；也為他因踼波
右手受傷，雖已看醫生，但未完全痊癒，求神醫治。

禱讀經文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箴言 1:7
10/11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曾偉明、姚順彩家庭（約瑟組）
‧ 感謝神！夫婦二人有十多天的旅行，除感情進深外，對一些事情有新的
體會，亦經歷神的保守。求主繼續指教我們遵行祂的旨意，引導我們走
成聖道路。
‧ 祈求神賜兒子有追求屬靈成長的心，在生命中經歷神。並有智慧地運用
時間，認真地學習，使神所賦予的恩賜得以發揮。
‧ 為順彩的弟婦馬劍雲祈禱，因她受嚴重痺痛困擾，求主醫治。並記念 12/11
將進行一項治療，願主保守過程順利及有果效，更賜下出人意料的平安。

禱讀經文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言 4:23
為宣教士祈禱 米露家庭（油麻地基道堂，東南亞城）
‧ 感謝主的恩典，差會香港辦事處暫租用了另一個單位，預期 12 月搬遷，
同工便不需要在有潛在危險的單位內工作。
‧ 阿米於 9 月份往工場事奉，在 3 個所屬的圖書館跟進及指導工作。感謝
神一些多年積壓的書籍及資料都在這幾年間逐步完成，也眼見同工無論
進行語言研究，或個人進修，都得著益處。近來有一位遙距修讀宣教學
博士的宣教士，是其他差會的，因為在清城很難找到他學習所用的書籍，
卻在我們圖書館找到了，現在不時來借閱我們的資料，我們也為此感恩。
我們圖書館也將一些剩餘的書籍轉送給當地一間新開辦的神學院，祝福
當地神的工人。
‧ 阿露已開始參與多一些差會香港辦公室的工作，進展順利。阿米計劃 11
月底再往返清城工場，請記念。
‧ 我們租住的單位租約 11 月期滿，管理公司通知我們業主將會大幅加租，
我們或要另覓新居所，請代禱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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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曾國偉、關美萍家庭
‧ 求主記念各人的工作，十分繁忙。
‧ 為家中的老人家的身體健康禱告。感謝神，之前順利完成白內障手術，正
康復中；但身體仍有其他病痛，如高血壓等，求主保守。
‧ 為兒子啟滔禱告，明年要面對中學文憑試，在學業上有很大壓力，求主幫
助他能夠找到方法減壓，並帶領他的前路。
禱讀經文
「耶和華所恨惡的有六樣，連他心所憎惡的共有七樣：就是高傲的眼，撒謊
的舌，流無辜人血的手，圖謀惡計的心，飛跑行惡的腳，吐謊言的假見證，
並弟兄中布散紛爭的人。」箴言 6:16-18
12/11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謝德華、陳佩華夫婦（約瑟組）
‧ 為家人的工作及健康禱告；因近來工作繁忙，有時亦需加班，以致身體及
精神疲勞，生活亦有壓力。求主幫助我們能夠有時間休息及有健康的身體。
‧ 為女兒嘉晞禱告，因小學工作忙碌，求主保守她的身、心、靈；亦求主帶
領她，讓她早日能夠返教會，認識耶穌。

禱讀經文
「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則，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人，繫在你指
頭上，刻在你心版上。」箴言 7:2-3

13/11 星期五
為青少年區代禱
溫文俊弟兄
‧ 為自己升學禱告，因為今年是中六，求上帝引領前面的路。
‧ 為近日要面對各科測驗祈禱，求上帝給予精神及智慧應付。

禱讀經文
「教導智慧人，他就越發有智慧；指示義人，他就增長學問。敬畏耶和華是
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 9:9-10
14/11 星期六
為青少年區代禱
溫文彦弟兄
‧ 求主保守學習的前路，帶領自己走正確的路。
‧ 求主讓自己我更懂得分配工作及休息的時間。
‧ 最近天氣不穩定，求主賜各人健康的身體。
禱讀經文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馬太福音 28:19-20

行動建議： 思想神經營救恩計劃的苦心和奇妙安排，品味一些被忽視的細
節所包含的奧妙，從而更認識神，能與神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每日一禱： 親愛天父，求讓我更了解祢對我們的心意，更全面地認識祢對人
類整體的救贖，教導我們如何看待世間萬事萬物，指示我們怎樣
效法基督，並順服聖靈的帶領，賜我們智慧的心，渡過在世的每
一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誠心所願。

為順德龍山堂祈禱：
‧ 為龍山堂的教會傳道及堂委祈禱，求神保守他們的心意，同心合意興旺
福音。
‧ 12 月龍山堂交流，求聖靈感動弟兄姊妹的心，能一起往龍山堂敬拜神。
‧ 求神帶領聖誕晚會的籌備，一心一意見證基督。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八日
靜候恩典

本週代禱事項
‧ 求主祝福今天下午夫婦區舉辦的婚姻下半場活動，讓參加的夫婦在婚姻
關係中得力與更新！
‧ 羅文偉太太(黃潔茵)肚痛已有三星期，求主醫治。
下週將為以下弟兄姊妹代禱，請早擬定代禱事項：
溫遠光家庭 黃南波家庭 黃天華家庭 姚錦棠夫婦 余堅德家庭

兒青區聚會
零歲至 2 歲半
2 歲半至六歲
小一至小六
中學生

主任牧師
牧師
宣教師
事工幹事
事工幹事
事工幹事
事工幹事
*為半職同工

主日：上午 10:00 至 11:15
東貿
主日：上午 10:00 至 11:30
培元
主日：上午 10:00 至 12:00
幼兒園
主日：上午 10:15 至 11:15（崇拜）
柴房
主日：上午 11:30 至 1:00（小組）
(逢第三個主日參與成人崇拜， 當日小組另作安排)
：董美琴牧師
行政秘書 ：林慧儀姊妹
：陳偉文牧師、林志文牧師
行政幹事 ：黃旭華弟兄
：廖愛霖姑娘、葉永傑先生
幹事
：李恆瑜姊妹
：陳天喜弟兄 （聖樂及青少年）
：陸秀嫻姊妹* （祈禱及兒童）
主日崇拜聚會時間
︰蕭秀珍姊妹* （幼兒園及兒童）
早堂：上午 8:30-9:45
︰郭珮珊姊妹* （兒童）
中堂：上午 10:00-11:15
午堂：上午 11:30-12:45

教會：柴灣利眾街 24 號東貿廣場 12 樓 BCD 室
傳真：2896 4467 網址：http://www.ccccwc.org.hk

電話：2896 5111
電郵：cwc@ccccwc.org.hk

培元：柴灣新翠花園政府單位第四層
幼兒園：柴灣新翠花園政府單位第二層

電話：2896 5151

柴房：柴灣青年廣場 3 樓 325-328 室
傳真：3171 7214
網址：http://www.fan-fire.hk

電話：3171 2274
電郵：info@fan-fire.hk

（第４５期）
陳思穎

在 2015 年 9 月 16 日零晨 4 時 14 分，女兒林恩靜平安出世了。從懷孕
到出世，明白到每個生命平安誕生並非必然的事。從初期擔心胎兒陀得不穩、
擔心她患有唐氏綜合症、擔心她身體結構發育得不完整、到後期擔心自己患
有妊娠糖尿病，擔心丈夫俊賢因工作考試而未能陪產，甚至過了預產期，擔
心胎兒不懂出世．．．百般憂慮，確是杞人憂天！感謝主！最終雖然未能如
計劃中順產，女兒出世後亦需要入住加護病房，但上帝讓丈夫能陪伴我經歷
整個生產過程，恩靜平安出世！當天穿羊水，正是丈夫完成考試之後的一天！
這個安排確是遠超過我們所想所求。這十個月的經歷，令我反省到人對上帝
的信心有多軟弱，但上帝對我們的恩典有多充足。這令我回想起彼得過海的
事跡。
在馬太福音 14 章中記載，耶穌在行了五餅二魚給五千人吃飽的神跡後，
便先催門徒渡過加利利海，再叫跟隨祂的人散開，最後便獨自上山禱告。幾
個小時後，門徒在海上遇見風暴。黑暗的海面，又迎著巨浪，船身搖擺不定，
我猜門徒可能擔心得未能入睡。突然發現有一人影行在海面上，差一點就嚇
破膽！那人說︰「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聽起來像是耶穌熟悉的聲音，
但門徒半信半疑，害怕那是鬼怪，無人敢作聲，唯有彼得敢回應耶穌，主動
提出讓他從水面上走到祂那裡去。彼得真是很勇敢，他從船上下去湧起巨浪
的海面，可是見風大，就害怕並下沉了。他下沉，是因為眼目轉離耶穌，反
而集中於巨浪上，信心便動搖了。這好比我們於艱難中，單單集中於周邊的
風和浪有多大，而忽略基督的能力有多大！但為甚麼呢？彼得才剛剛目睹耶
穌行了五餅二魚的神跡，為甚麼又小信呢？我們亦一樣，經歷了上帝一次又
一次的恩典，為甚麼遇見今次的難題或不如意的事，我們又小信呢？不要單
單經歷了耶穌的幫助後，才真知道祂是上帝的兒子。而是要在以後等待的過
程中，堅持確信祂真是上帝的兒子，祂必定會拯救我們、祂的能力定必能覆
庇我們。願這段經文成為我們大家的勉勵，學習以信心靜候上帝的恩典，讓
生命更新。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早堂：讚美詩
靜候恩主  心靈頌 II 第 84 首
靜候恩主，萬念敞開，神獨祢照我心深處。
像陣清風，透我心窩，除掉往昔的損我。
主，請祢進入我心裡面，
解開我擾困，彰顯祢大能。
更新我裡面，賜我美善，藏在我的心不變。

祢是君王
 心靈頌 II 第 11 首
沒有佩戴冠冕，沒有俊美的臉，
忘懷尊貴謙卑降生，
領略人生苦痛，甘承受嘲諷，
全是祢為我付上贖罪救恩。
為祢我要歌唱，為祢我要擺上，
全然宣告基督作主，
諦造人生的美，豈能盡寫上，
誰像祢愛為我如此徹底。
讓我歡欣敬拜頌讚主，歡呼敬拜頌讚祂，
榮歸予祢，配得稱讚，耶穌得勝君。
萬世都因祢愛被變改，都因祢愛來俯拜，
高舉祢是君王，頌讚主基督救贖愛。

8-11-2015

主給我子女名份  心靈頌 II 第 59 首
耶和華是創造天與海，迄立渡萬世代，
耶和華是我王不變改，早晚顧念同在。
罪裡捆綁可得釋放，痛悔有依傍，
冤屈可得伸訴，眼目明亮見曙光。
哈利路亞！我稱頌，祢愛我比海深。
哈利路亞！讚基督救恩，主給我子女名份。
耶和華是創造天與海，迄立渡萬世代，
耶和華是我王不變改，早晚顧念同在。
遇上禍患可得拯救，欠缺可得眷佑，
孤寡可得安慰，破蹩提步遠處走。
哈利路亞！我稱頌，祢愛我比海深。
哈利路亞！讚基督救恩，
主給我子女名份。主給我榮耀救恩。

中堂／午堂：讚美詩
8-11-2015
祢真偉大
 藍青 第 6 首
1. 主阿，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祢手所造，
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
祢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
2. 當我想到，神竟願差祂兒子，
降世捨命，我幾乎不領會；
主在十架，甘願背我的重擔，
流血捨身，為要赦免我罪。
3. 當主再來，歡呼聲響澈天空，
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謙恭的崇拜敬奉，
並要頌揚：“神阿，祢真偉大。”
副歌：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
“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
“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主我高舉祢的名  心靈頌 II 第 39 首
主我高舉祢的名，主我深愛稱頌祢，
我甚欣慰祢愛我，我甚欣慰祢救贖我。
祢從天上降世間，指引我路；
在世間被釘十架，我罪得贖；
從十架到墳塋，從墳塋升回天，
主我高舉祢的名。

我們來到主面前  讚３ 第 5 頁
我們來到主面前，獻上衷心的讚美，
我們來到主面前，獻上衷心的讚美。
我們以感恩為祭，因你配得尊貴和榮耀，
我們以頌讚為祭，因你是萬王之王。
如鹿的心  柴堂詩集 第 19 首
如鹿的心懇切渴想溪水，我心只想緊靠主。
獨有祢可配得此間的讚美，衷心敬拜。
祢賜我得勝大能，唯主的心今天我渴慕。
獨有祢可配得此間的讚美，衷心敬拜。
奉獻詩：
以愛奉獻
 振翅翱翔 第 14 首
敬拜與事奉，為神心意要一致，
歌聲飄遠，為証主恩可永添，
過去與現在，未嫌天冷怕路遠，
攜手去，同宣告，神大愛萬遍！
樂意將愛奉獻，甘心化作活祭；
求突破路途上，衝開綑綁掛牽，
皆因有你勵勉，定能跨過每天。
用信心去實踐，主的教誨未變；
縱有天或疲倦，都得保守引牽；
一生以愛奉獻，屬神的心不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