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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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 21:25-36 （新約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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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我們要來
感謝祂，用詩歌向祂歡呼！因耶和華為大神，為大王，超乎萬神之
上。」詩篇 95:1-3
                         敬拜讚美                         
早堂、中堂、午堂
1. 聖潔的主
2. 在主前靜默
3. 以色列的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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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道  坐
        廖愛霖姑娘 

警醒等候主再臨
 奉 獻  坐

獻給我天上的主

 心靈頌 II

第 61 首

                       奉獻祈禱                        坐
                           散會詩                        立

堅守

（柴灣堂 25 週年堂慶主題曲）

 祝 福 立
      董美琴牧師      
                     家事報告及代禱                  坐
      董美琴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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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文牧師前往小西灣堂證道。
3. 歡迎弟兄姊妹到接待處索取「竹居台 2016 年月曆」。（每個家庭取一份）
4. 已完成「讀經第八站」的弟兄姊妹，請在 12 樓 E 單位牆壁之登記表上填
上姓名，以作教會統計之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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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閏妹姊妹、中堂-甄美娟姊妹、午堂-陳鳳萍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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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本年度教友大會將於 6/12(下主日)下午 1:00 在東貿禮堂舉行，請會友準
時出席。
2. 教會祈禱會為「薪火相傳及阿爾及利亞」祈禱，於 2/12(三)晚上 8:00 及
3/12(四)下午 1:00 舉行。鼓勵弟兄姊妹同心禱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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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蕭秀珍姊妹於 1-5/12 放假。

三年讀經旅程－「讀經第九站」啟程
「讀經第九站」將於 1/12/2015 開始，並於 31/3/2016 完成。閱讀書卷是以
賽亞書、何西亞書、約珥書、阿摩司書、俄巴底亞書、約拿書、彌迦書、
那鴻書、哈巴谷書、西番雅書、哈該書、撒迦利亞書、瑪拉基書及啟示錄。
在過去已報名參加「三年讀經旅程」的弟兄姊妹無需再次報名參與「讀經
第九站」
，在過去從未報名者請在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
「讀經第九站」
讀經表於是主日隨崇拜週刊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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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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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中堂

15
仁愛
316 兒青崇拜

141
17

午堂
62
主日飛躍
20
活力寶寶
21
總數：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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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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閏妹姊妹、中堂-甄美娟姊妹、午堂-陳鳳萍姊妹

招募插花事奉人員
招募︰1 至 3 月份負責主日崇拜插花事奉人員
查詢︰請與陳姚根英師母聯絡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2015 年 12 月份教會祈禱會
地點
東貿
東貿
東貿
東貿
陳志強家庭
東貿

日期
2/12(三)
3/12(四)
16/12(三)
17/12(四)
18/12(五)
逢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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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質
全教會
全教會
全教會
全教會
分區-將軍澳
全教會

負責人
陳偉文
陳偉文
廖愛霖
廖愛霖
董美琴
王敏瑛

人數
-------

財政收入
余楚珍、黎燕芬、黎錦鴻、陸秀嫻、陳施芳、梁玉蓮、梁遠光、毛秀英
林旭艷、灣仔堂、布黑妹、黎海燕、姚根英、祁厚波、黃志芬、劉佩玉
卓銘信、蔡清雅、丘桂珍、張淑儀、黃敏玲、李沚珊、李青雲、陳天喜
蔡玉英、林凱欣、楊美儀、阮偉山夫婦、陳福華夫婦、梁吳凱詩
主日獻金共收$57,917.20
本月至今收獻金 $475,407.60

財政簡報：2015 年 10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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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事奉人手
講員/主題

主席/敬拜

領唱/司琴

招 待

影 音

關新組

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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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愛霖
何小屏
陳智明 吳文慇 鍾艷霞 區振光
本中
李玉蓮
週堂
弟兄組 李慧萍 張琼英 李浩賢
侯蕙燕
陳志競
陳孟宣 李恆瑜
午
李玉琴 黃旭華 李玉蓮
堂
弟兄組 曾曦嬈
何小屏
歐 娟
黎 明 呂彩頌 丘桂珍 王健瑛
早
張寶惠
堂
呂彩頌組 呂慧敏 黎燕芬 張瀚懷
馮夏萍
吳美淇
林志文
彭耀佳 林佩齡 張玉清 麥超祺
李玉蓮
下中
聖誕信息
林美珊
吳潤洪組 郭嘉裕 林麗娟 林顯基
週堂
張玉葉
陳志競
林子彭 李恆瑜
黃承祖
午
趙麗華
李玉蓮
堂
吳潤洪組 容心怡
黃旭華
張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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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潤洪組：吳潤洪、王淑恩、李裕屏、劉永聰、郭嘉裕、林佩齡
搖籃班

活力寶寶

仁愛

大喜樂

飛躍敬拜

鄭禮謙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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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珮珊
周貴芳
下
羅日熹、陳珮華
黃志芬、鄭俊浩
李沚珊
陳偉文
梁慕燕
週
鄭一龍、黎海燕
李秉熹
鄭禮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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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費
差傳基金
幼兒園教育基金
事工發展基金
購堂基金
慈惠基金
神學生專款
青年廣場事工
發展基金
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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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收入
本月支出 本月結算 本年度
基金總結
420,213.74 430,967.13 -10,753.39 -30,366.55
59,000.00
51,991.00 7,009.00 -25,302.70
16,809.38
1,500.00
883.50
616.50
1,774.70
140,646.00
5,500.00
0.00 5,500.00 37,350.00 3,094,407.00
16,820.00
0.00 16,820.00 161,390.00 1,451,603.29
11,900.00
7,000.00 4,900.00 10,650.00
243,770.00
2,500.00
0.00 2,500.00 -59,550.00
38,213.00
30,000.00
547,433.74

28,333.31 1,666.69 37,948.33 -877,528.28
519,174.94 28,258.80 133,893.78 4,107,920.39

每日代禱資料
29/11 星期日
為肢體代禱
陳家明弟兄
‧ 感謝神，雖然工作十分繁忙，但家庭生活很快樂及和睦。
‧ 近日的視力及腸胃都有點小毛病，求主憐憫、醫治，能夠康復。求主賜精
神及體力閱讀聖經，使自己可以能多的明白聖經。
禱讀經文
「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雲降臨。」路加福音 21:27
30/11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陳孟宣弟兄（Amen 一族）
‧ 感謝神，事奉路上自己也蒙神的祝福，生命有進步。
‧ 求主繼續使用 roots & wings，使弟兄姊妹更渴慕神，願意更像耶穌。
‧ 求主賜智慧給柴灣堂的領袖，讓 2016 年事工更合神心意。
‧ 求主感動未信的家中兄弟姊妹，能早日信主及回心轉意。
‧ 感謝神，父親過去一年身體狀況不錯，但近日咳嗽辛苦，有情緒低落不願
吃藥，求主憐憫保守！
禱讀經文
「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她丈夫心裏倚靠她，必不
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無損。」箴言 31:10-12
1/12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陳伯洪、馮偉蓮夫婦
‧ 感謝神！今年夫婦二人工作、生活都蒙福。
‧ 偉蓮母親九十高齡，沒有胃口，求主憐憫。
‧ 大外孫兒二月往美國讀大學，求主賜下平安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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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讀經文
「天哪，要聽！地啊，側耳而聽！因為耶和華說：我養育兒女，將他們養大，
他們竟悖逆我。牛認識主人，驢認識主人的槽，以色列卻不認識；我的民卻不
留意。」以賽亞書 1:2-3
2/12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陳襟江弟兄
‧ 太太寶珠腰椎退化，要帶腰封，求主賜合適的治療。
‧ 求主引導自己愛主更多。

禱讀經文
「到耶和華興起，使地大震動的時候，人好進入磐石洞中和巖石穴裡，躲避
耶和華的驚嚇和他威嚴的榮光。你們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裏不過有氣息；
他在一切事上可算甚麼呢？」以賽亞書 2:21-22
3/12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鄭貴基弟兄（Amen 一族）
‧ 求主的愛常與自己同在，並保守有足夠的精神與人和諧相處，更求神賜下
體力及身心靈健康。

禱讀經文
「禍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以光為暗，以苦為甜，以甜為
苦的人。禍哉！那些自以為有智慧，自看為通達的人。禍哉！那些勇於飲酒，
以能力調濃酒的人。」以賽亞書 5:20-22
4/12

星期五

為青少年區代禱
梁健熙弟兄
‧ 求主保守一班年青人，有不少經歷成長中的轉變，如升大學、出來工作等，
求能讓自己及一眾導師們與他們同行，保守他們在這紛擾繁忙的世代能更
倚靠祢，靠主行當走的路。

禱讀經文
「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
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用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腳，兩
個翅膀飛翔；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
全地！因呼喊者的聲音，門檻的根基震動，殿充滿了煙雲。那時我說：
「禍哉！
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
君王－萬軍之耶和華。」以賽亞書 6:1-5
5/12

星期六

為青少年區代禱
林美珊姊妹
‧ 為飛躍青少年人祈禱，求主叫他們每天生活上更多經歴體驗認識主的愛及
有時間讀經祈禱靈修親近主。

禱讀經文
「你們要時時警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
子面前。」路加福音 21:36

行動建議： 誠實思考自己當下需要為主捨棄哪一樣最享受的愛好、娛樂、習
慣等。本週為自己禱告，求神提醒你於聖誕期間可以為主作甚
麼？

每日一禱： 親愛的主耶穌，祢是真理的泉源，求祢幫助我每天警醒謹慎在你
面對的生活態度，常作討你喜悅的事。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誠
心所願。

本週代禱事項
‧ 董美琴牧師於 29/11-2/12 出外有培訓事奉，求主使用，也保守出入平安。
‧ 梁健熙弟兄於明日入院服用碘作照Ｘ光之用。求主保守身體再沒有癌細
胞。
‧ 求主保守一班完成考問心事並在 27/12 洗禮的弟兄姊妹，好叫他們能夠克
勝一切來自那惡者的攻擊，堅定地跟隨耶穌！
‧ 老師們這段日子總是忙得透不過氣，求主加能賜力給他們，又保守他們有
健康身體。
‧ 感謝神！徐愛玲姊妹右眼已做完手術，能恢復兩成視力。又求神祝福研究
黃斑病變的教授，可將她的視力有所增強。
‧ 張碧珍姊妹因感到心跳不安入院，經輸血後精神有好轉；但因白血球低仍
需留院及等候報告。求主醫治並幫助她平安度過這段艱辛的日子！
‧ 麥雯卿姊妹的父親麥啟於 28/11 離世，求主安慰她及其家人！
下週將為以下弟兄姊妹代禱，請早擬定代禱事項：
植浩文夫婦 朱文正家庭 蔡壁璇家庭 祁厚波弟兄

姜貴來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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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４７期）

不要做「粉絲」
林志文
「耶穌說：
『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
遠不渴。』
」約翰福音 6:35
每一個明星、歌星、名人都有他的支持者（現代人叫這些支持者為「粉
絲」
，是從英文 Fans 的譯音而來的）
。
「粉絲」所要做的事只不過是偶像出現
活動時，現身支持、吶喊助威。但「粉絲」很大可能與他們的支持者是沒有
關係的。在一千九百八十八年前，耶穌是巴勒斯坦地的名人，衪有沒有「粉
絲」呢？
耶穌的神蹟中，
「五餅二魚」相信為基督徙所熟悉的，因為只有這個神
蹟是四本福音書都有記載。這個神蹟的發生始於一個大型聚會，耶穌面對五
千人講道。當時耶穌的名聲早已傳遍巴勒斯坦地，衪所行過的神蹟奇事和啓
發人心的教訓，相信引起各方的注意，甚至為人津津樂道。故此，耶穌是成
千上萬的群眾所擁戴的。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當耶穌行了很多神蹟醫治之後，衪舉目看見有許多
人跟隨，又是吃飯的時候，各人都應該肚餓了。就問門徒腓力，可以在那裡
買餅給這群眾吃？從腓力的角度來看，實在是無能為力，即使是二十兩銀子
(一般工人的二百日工資)也無法購買足以餵飽這群人的餅。另一個眼利的門
徒安得烈，一眼看到一個孩童帶著五個餅和二條魚，就告訴耶穌。最後，因
這五餅二魚就餵飽了五千人，還可以把剩下的，裝滿了十二個籃子。約 6:115
馬大、馬可、和路加福音就停在這裡，唯有約翰福音還有下文。第二日
早上，這班群眾意猶未盡，他們起床肚餓時，就開始找耶穌，他們要再看神
蹟，但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找我，並不是因見了
神蹟，乃是因吃餅得飽。」約 6:26
耶穌深知群眾一心尋求的，不是為要付上代價來跟隨祂，他們所求的，
不過是免費的食物。他們要的是耶穌嗎？或是耶穌為他們所作的事？耶穌說：
「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約 6:35
到最後這群眾就：
「從此，他門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約
6:66 這班轉身離去的群眾是徹頭徹尾的「粉絲」，不是真正耶穌的跟隨者。
我們要反省，我是耶穌的門徒還是耶穌的「粉絲」，門徒是要付代價、
要捨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跨自我的，是相當費力的；還是做「粉絲」
，
每星期到教堂坐坐，唱唱歌就足夠？
「作主門徒」抑或是「作主粉絲」你如何選擇！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早堂、中堂、午堂：讚美詩

聖潔的主
 心靈頌 第 27 首
聖潔的主，榮耀遍高天之處，
我渴想恩主臉光，頌讚歌聲響四方。
聖潔的主，榮耀遍高天之處，
銀河星海天際間，唯獨是祢得配頌讚。
在主前靜默  恩頌聖歌 第 443 首
靜默在至聖的主跟前，主今親臨同在，
這是神聖之地，主聖潔無瑕疵；
你當尊祂為聖，向祂屈膝敬拜，
肅靜在至聖的主跟前，主今親臨同在。
靜默在榮耀的主跟前，主光輝今環繞，
榮耀至尊君王，主威榮誰能瞻？
主以光輝為冕，聖火不熄常燃，
肅靜在榮耀的主跟前，主光輝今環繞。
靜默在全能的主跟前，主施大能權柄，
主來潔淨、醫治，來祝福賜宏恩；
以信心瞻望主，萬事祂皆能成，
肅靜在全能的主跟前，主施大能權柄。
以色列的聖者
 心靈頌 第 56 首
以色列的聖者，為我犧牲自己，
神羔羊，祢是彌賽亞，耶穌，和平之君。
我要跪拜，要敬拜祢，主啊！
因為祢是萬王之王。
我要跪拜，要敬拜祢，我神！
寶貴耶穌！和平之君！

29-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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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守 （柴灣堂 25 週年堂慶主題曲）
走窄路願遵主旨意，經過艱辛同建主的家，
同心走天國路，常以愛連繫。
經過順逆得失起跌，充滿感恩常見主恩手，
神應許不變，賜我力量再展翅上騰。
向前進，主呼召我們，要同往，主愛激勵我們，
縱有困難如山阻，靠神仍然跨過，
同邁步往前去闖。
要憑信向標竿邁步，靠神愛警醒不倦仰望，
滿有力量神精兵靠聖靈能得勝。
能為祢作鹽，能為祢發光，願見證祢直到永遠。
委身相愛以愛心互動，薪火不斷見證主在每一代，
傳遞祢教訓作祢門徒，生命更新閃耀，
榮耀祢名遍及柴灣。
要憑信向標竿邁步，靠神愛警醒不倦仰望，
滿有力量神精兵靠聖靈能得勝。
能為祢作鹽，能為祢發光，願見證祢直到永遠，
願見證祢直到永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