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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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坐
 腓立比書 2:5-11 （新約 278 頁）



主日崇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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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美琴牧師 

作主門徒 － 以神為神
 奉 獻  坐

獻給我天上的主

 心靈頌 II

第 61 首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祂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但願人因
耶和華的慈愛和祂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讚祂。」詩篇 107:1, 8

                       奉獻祈禱                        坐

                         敬拜讚美                         

                           散會詩                        立

早堂、中堂、午堂
1. 獻頌揚
2. 祢是光
3. 真光普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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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差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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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福  立

    
早堂、中堂：陳偉文牧師／午堂：董美琴牧師
                     家事報告及代禱                    坐

    
早堂、中堂：陳偉文牧師／午堂：廖愛霖姑娘



                      彼此問候                         
                 午堂崇拜後請會友收拾椅子               

是主日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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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愛心茶聚」於上午 9:30-10:15 及上午 11:00-11:45 在東貿廣場 11 樓舉
行，歡迎弟兄姊妹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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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弟兄姊妹到接待處索取「區會 2016 年記事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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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11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6/11(四)晚上 7:30 在東貿召開，請各堂委到接待處
的藍色堂會資料文件夾中領取議程及有關文件。
2. 「全年感恩祈禱會」於 28/11(六)下午 6:00 在東貿禮堂舉行，鼓勵弟兄姊
妹一同向神獻上感恩！
3. 本年度教友大會將於 6/12(主日)下午 1:00 在東貿禮堂舉行，有關資料文
件，會友可於 B 單位領取或從電郵收取。另本堂的核數報告已貼於壁佈
板，敬請留意。
4. 「相親相愛」佩戴名牌活動於 11 月底結束，請已登記把藍色「掛繩」取
回家的弟兄姊妹於 13/12(主日)前把「掛繩」交回辦公室。佩戴名牌活動
將繼續在明年進行，請屆時留意本堂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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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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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聖誕月「愛到家」
目的：1)在聖誕福音喜訊傳與未信主的親友
2)關懷教會長者
日期：12 月 1-31 日
內容：關懷、分享、唱聖誕歌
行動：1.小組最少探訪一個家庭
（組長填妥小組回應表後，交給辦工室同工）
2.其他弟兄姊妹可選擇探訪或被探訪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Watoto 兒童合唱團音樂會
日期：12 月 25 日(五)
時間：下午 2:30
地點：柴灣浸信會 (柴灣翡翠道 30 號)
費用：免費
備註：1) 招募銷售義工 20 名：協助出售 Watoto 產品；產品介紹；協助搬運
義賣物品；協助設置或收拾攤位。當值時間下午 1:00 至音樂會完
場後 1.5 小時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2) 門票派發：先預留有邀請新朋友之弟兄姊妹，如仍有剩餘門票，
按先到先得報名方法派發。
(報名：早堂-趙錦蘭姊妹、中堂-張玉葉姊妹、午堂-李曼玲姊妹)
查詢：聯絡林慧儀姊妹

聖誕洗禮崇拜
日期：12 月 27 日（主日） / 時間：上午 10:00
地點：青年廣場Y綜藝館（柴灣港鐵站A出口，穿過新翠商場後，沿天橋
靠右行，見斜路直落至草地大堂入口）
註：1. 請崇拜司事於上午 8:45 到達
2. 請洗禮者於上午 9:30 到達。教會已安排前排座位，請按照姓名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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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中堂

13
仁愛
322 兒青崇拜

148
15

午堂

81

活力寶寶
24
總數：
52

主日崇拜事奉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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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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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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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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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17
------

財政收入
顏秀麗、馮閑鳳、鄭劍強、陳秀梅、何敏靖、楊美珍、張瀚懷、梁彥欣
尹崔麗、譚耀明、陸基恩、姚信梅、董美琴、黃婉霞、李慧蘭、莊志芬
陳施芳、張菁菁、郭碧鳳、何小屏、林慧玲、李劍儀、溫福蘭、王敏瑛
黎燕芳、趙斌芳、元楚明、林珍花、方如鳳、梁健熙、甄練、郭希
姚錦棠夫婦、溫遠光夫婦、阮偉山夫婦、陳偉文夫婦、梁炳恆夫婦
林志廣夫婦、曾偉明夫婦、植浩文夫婦、劉永聰夫婦、王昌文夫婦
朱文正夫婦、林子彭夫婦、黎明夫婦、勞坤夫婦
主日獻金共收$164,088.90
本月至今收獻金 $417,490.40

領唱/司琴

招 待

影 音

關新組

插花

趙閏妹
郭志華
傳薪
早
阮賜業
堂
劉耀泉 撒拉弗
馮夏萍
甄美娟
李慧蘭
張玉清
傳薪
傳薪
本中
傳薪
董美琴
李玉蓮 黃嘉寶
堂
劉家燕
週
撒拉弗
撒拉弗
撒拉弗
何志聲
李曼玲
陳志英
陳沁芬 陶世吉 黃敏玲
羅美蓮
午
傳薪
堂
黃君諾 張美華 黃旭華 李玉蓮
撒拉弗
李玉芷
黎燕芬
郭廣輝 李恆瑜 丘桂珍
早
黎 明 李玉蓮
堂
弟兄組 吳文慧 鄧淑雯
歐 娟
方意蘭
陳智明
吳文慇
鍾艷霞 區振光
下中
廖愛霖
李玉蓮 何小屏
弟兄組 李慧萍 張琼英 李浩賢
週堂
侯蕙燕
陳志競
陳孟宣 李恆瑜 王嘉雯
午
黃旭華 李玉蓮
堂
弟兄組 曾曦嬈 李玉琴
何小屏
傳薪撒拉弗：吳文慇、李浩賢、容心怡、林顯望、郭嘉裕、李啟賢
李沚珊、林顯基、何敏靖
弟兄組：梁錦明、阮偉山、劉耀泉、黎錦鴻、黎明、劉永聰、吳文慧
曾富超、廖明禮、阮賜業
黎錦鴻
傳薪
撒拉弗

2015 年 11 月份教會祈禱會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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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敬拜

搖籃班

活力寶寶

傳薪
撒拉弗

仁愛

大喜樂

飛躍敬拜

余楚珍
王彩娣、蘇麗珍
侯蕙燕、姜貴來 陸秀嫻
鄭禮謙
林志文
黃揚芳、卓銘信
馮美寶
陳珮華
鄭寶玉
鄭禮謙
下
高小慧、施曦琳
姜貴來、侯蕙燕 呂慧敏
鄭寶玉
葉永傑
週
黃嘉迪、莊志芬
馮美寶
李慧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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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 星期日
為肢體代禱
余日洪（大衛組）、游惠明夫婦
‧ 日洪的牙痛已很久，求主醫治及找出因由！
‧ 惠明每天接送孫兒上學，求主賜精神體力！

禱讀經文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裡，就是
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腓立比書 2:12
23/11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余嘉浩、黃翠珊家庭（雅歌組）
‧ 求主幫助兒子朗謙的學業和身體，讓他健康地成長。
‧ 求主保守夫婦二人的工作和體力，使我們得力。

禱讀經文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
看為正；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箴言 21:1-2

24/11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翁偉誠、孫素蘭家庭
‧ 求主帶領素蘭未來的工作方向。
‧ 求主保守兒子梓朗的學業及健康。
‧ 偉誠的事業交託在主的手裡，求主帶領。
‧ 素蘭的二舅父發現有癌細胞，求主賜下健康。
‧ 求主保守偉誠母親的健康及事業，在生活中經歷主的恩典。
‧ 求主保守素蘭父母的健康，使他們經歷主的恩典。

禱讀經文
「你當買真理；就是智慧、訓誨和聰明也都不可賣。義人的父親必大得快樂；
人生智慧的兒子，必因他歡喜。你要使父母歡喜，使生你的快樂。」
箴言 23:23-25
25/11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區振光弟兄（Amen 一族）
‧ 感謝神！女兒將於明年大學畢業。求主保守她能應付功課和來年投入社會
工作做準備。
‧ 姪女於明年升讀中一，求主為她預備合適的中學。
‧ 求主保守舅仔的女兒能適應幼稚園生活。
‧ 姨甥早年隨家人移民美國東岸，求主保守他能在明年升讀當地心儀的大
學。
‧ 求主建立培育部事工，為教會培訓工作打好堅實的基礎。

9

10
28/11 星期六

禱讀經文
「喫蜜過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榮耀也是可厭的。人不制伏自己的心，好
像毀壞的城邑沒有牆垣。」箴言 25:27-28
26/11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陳志競弟兄
‧ 求主保守我們一家能抓緊神的愛與祝福。

禱讀經文
「不要為明日自誇，因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要別人誇獎你，
不可用口自誇；等外人稱讚你，不可用嘴自稱。」箴言 27:1-2

為青少年區代禱
鄭浩廷弟兄
‧ 現於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修讀工程，部份科目十分困難，1 月考試，求主賜
智慧幫助學習。
‧ 求主保守自己身、心健康。

禱讀經文
「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耶穌說：
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只管去傳揚神國的道。耶穌說：手扶著犁向後看
的，不配進神的國。」路加福音 9:58、60、62

27/11 星期五
為青少年區代禱
張諾行弟兄
‧ 大學事務非常繁重，12 月開始考試，求主加能賜力及賜智慧和力量應付。
‧ 感恩上帝帶領自己渡過 18 個年頭，生命中十分重要的人都在本星期與我
慶祝，求主讓我在成年後不受誘惑，與主同行。
‧ 父母在弟弟諾新的學業上遇上不少困難，求主加力。
‧ 求主打開外婆的心，讓她早日返教會認識主。

禱讀經文
「人屢次受責罰，仍然硬著頸項；他必頃刻敗壞，無法可治。義人增多，民就
喜樂；惡人掌權，民就歎息。王藉公平，使國堅定；索要賄賂，使國傾敗。」
箴言 29:1-2、4

行動建議： 安靜默想主耶穌以神為神的生命，對自己有何提醒。

每日一禱： 親愛的主耶穌，願我明白祢的以神為神的人生是如何虛己、捨己。
求主叫我學像主祢自己，在這短暫的人生追求以神為神的生命。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誠心所願。

本週代禱事項
‧ 為竹居台宣教士芥菜種家庭禱告，大女兒近日全身皮膚出現 200 多個水
泡，已到首都求診，當地醫生已排除出水痘及生蛇的可能，但仍找不出病
因。求主醫治，讓小孩子快快康復。
‧ 會友戚炳弟兄(洪裕、玉貞父親)的安息禮拜於 25/11(三)晚上 8:00 在紅磡
萬國殯儀館舉行，26/11(四)上午 11:30 在柴灣歌連臣角舉行火葬禮。求主
安慰家人！
下週將為以下弟兄姊妹代禱，請早擬定代禱事項：
陳家明弟兄 陳孟宣弟兄 陳伯洪夫婦 陳襟江弟兄

鄭貴基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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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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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做信徒.....

（第４７期）
陳孟宣

感謝主！今年十月有幸在港參與由曾金發牧師(新加坡聖約播道會主任
牧師)主講的「銳意門訓」研討會。作為一個平信徒的我，在當中確實有很多
的得著和提醒，裨益甚多。剛巧踫著要寫封面文章，就立定心意，決定借此
平台和大家分享一些感悟：
曾牧師在一開始便提到各地教會現今的景況，原來有很多地方都和
2014 年香港教會普查所做的結果有很多相同之處。例如：信徒高齡化、青少
年信徒流失率高和教會活力放緩等等....這也是意味著全球教會正面臨了時
代性的危機和挑戰！他提醒教會的教牧同工必須要履行主耶穌大使命的吩
咐，推行門徒訓練，讓初信者或所有信徒都能起來成為主真正的門徒，廣傳
福音。
教會裡有很多的信徒「學生」，很多還在初學或停滯階段，但有沒有人
使他們作主的門徒呢？我們往往只在人的腦中填上知識，但耶穌要的是帶領
門徒在社區到處服事有需要的人。教會應該效法主耶穌，和門徒在一起生活，
作他們的榜樣，讓他們在我們的群體中成為主的門徒，又繼續去帶其他的人。
教會不要招聚名義成員，只作信徒的，該一起來作門徒了。
所以，教會是要肩負重任要使信徒成為最好的門徒、帶門徒，而不只是
要他們作信徒學生、教學生。
柴灣堂最近有個熱門話題：就是教會不應要求數字為目標，不要太多課
程，不需要太多活動的論述；對的！這也正是為何教會要銳意推行門徒訓練
的目的所在，當弟兄姊妹都願意委身，我們不止只讓別人相信，作主門徒，
還要作的是別人的榜樣，效法耶穌的思想方式與行動。
柴灣堂也確定了作主門徒為核心，惟有委身作主門徒，教會才能改變過
來，並且在社會上產生影響力。以生命影嚮生命，讓我們能重新檢視跟隨耶
穌可以怎樣做得更好，學像耶穌，榮耀我主父上帝。弟兄姊妹，讓我們一起
共勉「不要做信徒，委身做門徒」，你我都有份。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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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頌揚  心靈頌 II 第 3 首
請張開雙手稱讚上帝，將心歸向全能上帝。
心中嚮往主聖潔上帝，感恩頌讚獻給主。
因祂的供應恩典中盡獻，祂的寬恕常常勵勉！
祂的看顧分秒也未變，祂的厚恩沒改變。
我渴求，上帝恩典裡逗留；
我渴求，每天向你尋求。
獻頌揚，上帝恩如此多麼深厚，
獻奉感恩獻上所有。
祢是光
您是光，光照在黑暗；榮耀上帝以肉身降臨！
亮照世上每人，為愛犧牲；
為何被拒絕，誰來洞悉底蘊？
您是愛，尊貴主宰，懸在十架，血流將罪掩蓋！
被刺透那雙手，為我張開；
流露著愛是從來沒有變改！
耶穌是主配頌揚，唯您是真光常照亮！
全地奏響，高舉我神配景仰，
成就救贖，您愛遠超所想！
耶穌是主配頌揚，唯您是真光常照亮！
神是配得歡呼、讚頌與歌唱，
唯願盡我這一生獻上。
來就那光，捆綁裡能得釋放，
能尋昔盼望，心因您熱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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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光普照
 恩頌聖歌 第 311 首
1. 愛的光今日照耀人間，
照耀幽暗、罪惡的人間，耶穌，世界的光，
照耀眾生，以祢真理的光釋放我心；
照亮我，照亮我。
2. 靠祢寶血我進祢亮光，脫離幽暗，
進威嚴榮光，在祢跟前屈膝，
懇求憐恤、鑒察、光照我，將黑暗盡驅；
照亮我，照亮我。
3. 我定睛瞻仰君王榮光，
反映君王樣式與容光，榮上加榮，
天天更像耶穌，生命不斷更新，見證耶穌；
照亮我，照亮我。
副歌： 真光普照，基督，彰顯祢天父榮光，
差遣聖靈，將心靈燃點，
恩典江河傾流，充滿這世上萬邦，
彰顯真理，真光普照全地！

奉獻詩：獻給我天上的主 心靈頌 II 第 61 首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
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主祢是偉大完美。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祢常顧念扶持。
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
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為祢我獻上頌讚。
為祢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散會詩：請差遣我
 心靈頌 II
第 65 頁
1. 感慨！造物與尊貴，褪色、墮落、變更；
百載磨練、律法指引，未夠銳變這罪民；
主卻降世，掛十架成贖祭，已粉碎罪權勢；
頃刻間會驟見天國來臨，誰可替我預告？
2. 驚歎！叛罪與歪理，已消耗盡眾生；
痛心世間尚有萬民，十架大愛總未聞；
天國已近，世代快成絕韻，要甦醒真愛心，
天天的努力去搶救靈魂，誰可替我做到？
副歌： 請差遣我，替祢宣告，祢是神！
誰亦需要，悔改歸向，
神治國度，請差遣我。
請差遣我，替祢宣告，
全地每一顆心都願歸祢，
成為活祭，見證真理，請差遣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