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徒在每一代以生命見證 活出基督的樣式 轉化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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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祂的名，在萬民中傳揚祂的作為！
要向祂唱詩歌頌，談論祂一切奇妙的作為！」詩篇 105:1-2
                         敬拜讚美                         
早堂
1. 基督萬有之主宰
2. 因主的名
3. Thou and I

中堂、午堂
1. 除祢以外
2. 信心的等待
3. 獻給我天上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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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班獻唱                         

早堂/中堂：頌神奇恩
恩頌聖詩 第 37 首
遠超稱頌真神，今我們獻敬拜，
揚聲歌頌祢奇恩；詩歌難償的愛！
因我們惟能感恩，驚歎祢賞賜豐，
賜祝福數算難清，不斷憐憫施恩；
主，我們振作心靈，恭候聽祢聖言，
向祢敬獻頌讚聲，歡呼頌祢威嚴。
求施恩救主傾聽，悅納所獻的愛，
願蒙恩典的眾生忠心供奉敬拜。
將來無論在何方，遭遇是禍是福，
願終生勝過痛傷，向祢頌揚歡呼，
仰瞻恩主的榮美，不斷誇祢作為，
以頌讚祢為光輝，歡欣敬獻心祭。
讀 經  坐
 馬太福音 28:19-20 （新約 44 頁）



        講 道  坐
        曾培銘先生 

信、行、合一的生活操練
 奉 獻  坐

是祢最重要

 西流記第三集

第 19 首

                       奉獻祈禱                        坐

                           散會詩                        立

表彰我主大能
 生命聖詩 第 15 首 第 1, 4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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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靈，我心，宣揚我 主為大，恩澤無
4. 我靈，我心，宣揚榮 耀聖道，應許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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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使我 心靈歌 唱；主言 可靠，充滿寶貴應
固 堅定，恩惠至 豐；我靈，我心，永遠宣揚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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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我靈，我 心，因 救 主得 歡暢。
主，述說 祂 大 能 大 德永 無窮。
 祝 福 立
    
    
早堂、中堂：董美琴牧師／午堂：陳偉文牧師
                     家事報告及代禱                    坐
    

早堂、中堂：董美琴牧師／午堂：陳偉文牧師
                      彼此問候                         
                 午堂崇拜後請會友收拾椅子               

是主日報告
1. 蒙明道社聖經教導主任曾培銘先生蒞臨證道，本堂謹此致謝。
2. 歡迎第一次蒞臨本堂參加崇拜的朋友。
3. 因柴灣堂幼兒園於 21/12/2015-3/1/2016 進行裝修，是主日兒童崇拜改於培
元幼稚園舉行，請家長留意。
4. 兒童區導師請往辦公室郭珮珊姊妹的工作桌面取新一季教材資料。
5. 麥浩倫弟兄為小西灣堂會友，就讀建道神學院，於今年一月至七月，在本
堂兒童區牧養實習。本堂謹此歡迎！

家事報告
1. 教會祈禱會為「個人與神的關係」祈禱，於 7/1(四)下午 1:00 及 8/1(五)晚
上 8:00 舉行。鼓勵弟兄姊妹同心禱告！
2. 同工李恆瑜姊妹於 5-6/1 放假。
3. 12 月份的祈禱會總人次為 66 位。
4. 上主日洗禮聯合崇拜人數：440 位；兒童區活力寶寶人數：22 位。
2016 年 1 月份教會祈禱會
地點
將軍澳
東貿
東貿
東貿
東貿
東貿

活動概覽
日 期

日期
3/1(日)
7/1(四)
8/1(五)
21/1(四)
22/1(五)
逢星期日

時間

時間
下午 3:00
下午 1:00
晚上 8:00
下午 1:00
晚上 8:00
上午 7:30

性質
分區-將軍澳
全教會
全教會
全教會
全教會
全教會

負責人
董美琴
林志文
林志文
葉永傑
葉永傑
王敏瑛

人數
-------

內容
地點
2015 年度「作主門徒 110 頒獎嘉許典禮」
東貿
10/1
下午
投票表格：請向廖姑娘索取
（下主日） 1:30
禮堂
截止投票日期：是主日下午 1:00
事奉基礎班(ACTS)
主辦：培育部
東貿
17/1
上午
導師：ACTS 成員
（主日） 11:30
1-2 房間
對象：弟兄姊妹
浸水仙頭工作坊
費用︰屆時收費 (每人一個)
柴灣堂
17/1
下午 導師：陳姚根英師母
(主日)
幼兒園
1:30
備註︰1. 自備膠手套、小刀、環保袋
2. 務必報名，歡迎邀請新朋友參加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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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娟
李恆瑜 丘桂珍 王健瑛
黎 明
早
張寶惠
堂
呂彩頌組 曾曦嬈 黎燕芬 張瀚懷
劉耀泉
吳美淇
曾培銘
李月燦
本中
彭耀佳
李恆瑜 張玉清 溫遠光
林美珊
聖經主日
週堂
吳潤洪組 周文慧 林麗娟 林顯基
張玉葉
陳志競
黃承祖
林子彭
李恆瑜
午
趙麗華
-堂
黃旭華
吳潤洪組 容心怡
張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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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美琴
下中
張志聖
吳文慇 甄美娟 劉永聰
余楚珍
作主門徒
-林麗娟 張瀚懷
週堂
張志聖組
待 定
跨越自我
鍾艷霞
李玉琴
陳志英
李恆瑜 曾潔梅 陶世吉
午
黃敏玲
堂
張志聖組 吳文慧 李曼玲 麥超祺
李玉芷
呂彩頌組：呂彩頌、吳文慧、葉永傑、陳天喜
吳潤洪組：吳潤洪、王淑恩、李裕屏、劉永聰、周文慧、林佩齡
梁錦明組：梁錦明、葉娟雲、蔡玉英、林慧玲、曾曦嬈
張志聖組：張志聖、郭碧鳳、彭耀佳、楊美珍、張諾行
搖籃班

活力寶寶

仁愛

大喜樂

財政收入
梁錦明夫婦、姚錦棠夫婦、曾富超夫婦、林志強夫婦、李錫堅夫婦、郭希
羅碧荷、黃惠珍、陳施芳、布黑妹、黃偉健、李珮雯、容心怡、羅李妙容
蕭健衛、梁玉蓮、胡永全、葉明皓、鍾淑賢、基督教愛協團契、梁吳凱詩
主日獻金共收$125,408.50
12月份共收獻金 $547,071.90

財政簡報：2015 年 11 月份
本月收入
本月支出
本月結算
經常費
463,347.80 353,147.48 110,200.32
差傳基金
62,750.00 50,122.00 12,628.00
幼兒園教育基金
2,800.00
700.00
2,100.00
事工發展基金
5,700.00
0.00
5,700.00
購堂基金
21,420.00
0.00 21,420.00
慈惠基金
8,500.00 10,000.00 -1,500.00
神學生專款
2,600.00
2,600.00
青年廣場事工
發展基金
26,200.00 22,952.67
3,247.33
總數：
5,933,17.80 436,922.15 156,395.65

本年度

基金總結

79,833.77
-12,674.70
29,437.38
3,874.70
142,746.00
43,050.00 3,100,107.00
182,810.00 1,473,023.29
9,150.00
242,270.00
-56,950.00
40,813.00
41,195.66 -874,280.95
290,289.43 4,154,115.72

每日代禱資料
3/1

星期日

為肢體代禱
龔智民（大衛組）、龍桂崧（心靈 high high tea）夫婦
‧ 感謝神！讓桂崧常懷感恩和喜樂的心去面對工作和事奉，祈求主繼續帶
領！
‧ 感謝主！智民腿部傷患已痊癒。
‧ 求主看顧桂崧 94 歲的姑姐，每天靠胃喉進食，神智有時混亂。

飛躍敬拜

周貴芳
郭珮珊
本
羅日熹、陳珮華 黃志芬、劉秀英
梁慕燕
李沚珊
林志文
週
鄭一龍、黎海燕
鄭俊浩
鄭禮謙
李秉熹
梁慕燕
下
高小慧、施曦琳 李珮雯、林燕愉 呂慧敏
鄭寶玉
葉永傑
週
黃嘉迪、莊志芬
黃敏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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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讀經文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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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8-20

4/1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譚學華弟兄
‧ 常感到肩頸疼痛，雖看過不同的醫生，但沒有太大的改善，求主醫治。
為宣教士祈禱 林永康家庭（柴灣萬善堂，留尼旺）
‧ 為朗然在外地的生活和學習有好的適應、能有穩定的教會團契生活感恩。
‧ 為小牧者的課程禱告，求神讓中、法文組的學員，在課程中得著生命的造
就；求神讓永康有智慧去教導肢體。
‧ 24/12 邀請大學生們到教會晚餐，一同過節，當中有些是未信主的同學，求
主讓我們的更多認識，預備日後能分享福音。
‧ 25/12 舉行的聖誕慶祝會，求主使用當日各項內容。是年沒有舉辦自助餐，
改為鼓勵肢體帶食物一同分享，相信到時來蒞的來賓以肢體的親友、興趣
班的學員為主，盼望有更多埋身的福音工作。
‧ 記念 28-30/12 於紅樹林舉行兒童活動。
‧ 1/2016 有位神學生到教會實習 3 個月；另有 1 位神學畢業的姊妹探訪工
場，請為他們禱告。
‧ 教會的敬拜樂隊仍缺乏人手，請禱告求主預備。
‧ 求神讓我們有智慧如何繼續發展教會、信徒領袖們的培訓、關顧工作。
禱讀經文
「耶和華你的救贖主，以色列的聖者如此說：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教訓你，
使你得益處，引導你所當行的路。甚願你素來聽從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
河水；你的公義就如海浪。」以賽亞書 48:17-18
5/1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譚健恆弟兄（Amen 一族）
‧ 近日做了身體例行檢查，願神保守驗血報告正常。
禱讀經文
「耶和華從我出胎造就我作他的僕人，要使雅各歸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裡
聚集。」以賽亞書 49:5
6/1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謝達和（大衛組）、顧梅（神光彩虹）家庭
‧ 感謝神每一天的看顧和保守，與我們一家人同在。
‧ 求主繼續保守家中各人身體健康，腳步平安，滿有平安喜樂，保守兩個兒
子家杰和家軒身體強健，有聰明和智慧分配和享受愉快的學習生活。
‧ 求神祝福顧梅的母親姜永珍和妹妹顧玲一家人能早日認識主，經歷神的恩
典。

禱讀經文
「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對錫安說：你的神作王了！這人的
腳登山何等佳美！」以賽亞書 52:7
7/1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董光亮弟兄
‧ 感謝神！活著好好過每一天。
‧ 為世界的糾紛、戰火祈禱，求主的和平能夠降臨。

禱讀經文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我平安的約也不遷
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以賽亞書 54:10
8/1

星期五

為青少年區代禱
陳達鴻弟兄
‧ 近日身心疲累，求主加力，讓自己順利渡過。
‧ 考試將臨，求主賜智慧和力量去面對。

禱讀經文
「你們當就近我來；側耳而聽，就必得活。我必與你們立永約，就是應許大衛
那可靠的恩典。」以賽亞書 55:3
9/1

星期六

為青少年區代禱
鄧志恆弟兄
‧ 在柴房維修結他，求神使用自己在這方面的才能，並且可以越做越好。

禱讀經文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
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以賽亞書 55:8-9

行動建議： 向身邊一位朋友/親人/同事作見證，下次團契或小組時分享是次經
歷。
每日一禱： 親愛天父，求你賜力，使我成為信行合一，遵你教訓的兒女，
無論順逆，祈願忠心見證你。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誠心所願！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六年一月三日
新的一年 (問答題)

本週代禱事項
‧ 陳吳玉香姊妹(陳偉文牧師母親)於 29/12(一)主懷安息，安息禮拜於 23/1(六)
上午 11:30 在九龍紅磡萬國殯儀館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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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昌文夫婦 王景文弟兄 王立基弟兄 阮賜業夫婦

阮偉山夫婦

（第１期）
董美琴

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沒有銀錢的也可以來。
你們當就近我來；側耳而聽，就必得活。我必與你們立永約。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相近的時候求告他。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
你們的意念。(以賽亞書 55:1、3、6、8、9)
弟兄姊妹，2016，這是你第幾個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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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神學生
事工幹事
事工幹事
事工幹事
事工幹事
*為半職同工

在這新的一年，你準備怎樣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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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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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浩倫弟兄
：陳天喜弟兄 （聖樂及青少年）
主日崇拜聚會時間
：陸秀嫻姊妹* （祈禱及兒童）
早堂：上午 8:30-9:45
︰蕭秀珍姊妹* （幼兒園及兒童）
中堂：上午 10:00-11:15
︰郭珮珊姊妹*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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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一族：上班、下班、吃飯、瞓覺、返教會 ……
上學一族：返學、放學、放假、打機、吃飯、瞓覺、返教會 ……
師奶一族：煮早餐、買餸 ……
退休一族：嘆早餐、做運動 ……
在這新的一年，你準備怎樣使用？如考公開試、轉工 ……
在這新的一年，你的生命將會祝福誰的生命？怎樣祝福？
在這新的一年，你怎樣發展與神的關係呢？
在這新的一年，你準備怎樣帶領你自己、你的孩子與神建立緊密、親密、甜
蜜的關係呢？
若你願意，請把答案交回辦公室；我們會為你祈禱，並按時送上溫馨提醒！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早堂：讚美詩：
3-1-2016
基督萬有之主宰
 讚之歌 3
第 9頁
基督 - 萬有之主宰，尊貴之君，榮耀救主。
神是道路，是世間真光。生命主宰，祂是愛。
因主的名
 心靈頌 II 第 78 首
造物主，今高唱祢名字：和平之君，得勝者。
地上古今的君王，也折服於祢面前。
造物主，今高唱祢名字：全能之主，安慰者。
全憑主恩典憐憫，令我滿心溫暖！
全因主的聖名，勞苦可得安靜；
行走於孤單困惑裡面有主傾聽。
全因主的聖名，愁心可得歡樂；
祈禱的必得勝，我以性命來做證！
Thou and I
 觸動我 第 3 首
全能萬有的恩主，此刻屈膝敬拜你。
來讓我心去敬畏，呼叫父阿請差遣。
無論路有多險阻，面對辛勞與試探，
一心面向至高神，聖父我景仰。
全能萬有的恩主，此刻屈膝敬拜你。
來讓我心去愛你，基督捨身贖罪孽。
無論路有多悲傷，或有憂愁與悵惘，
一心面向至高神，基督我親愛。
全能萬有的恩主，此刻屈膝敬拜你。
來讓我心去讚美，恩惠是聖靈同行。
無論路有多挫折，力竭筋疲背重擔，
一心面向至高神，聖靈我依靠。

中堂、午堂：讚美詩
除祢以外  心靈頌 II 第 9 首
大地頌讚歡唱，讚美祢名字，
耶穌尊貴高超過一切。
萬族萬國高唱，讚美祢名字，
從永遠到永遠，祢超過諸天。
除祢以外，找不到尊貴像祢，
除祢以外，找不到更美名字，
除祢以外，並沒有，沒有別名，
可以配受權柄、讚美以及崇敬；
聖潔、國度、榮耀全屬祢。

3-1-2016

信心的等待
明天怎麼你還是不知道，
越想得到的總會得不到，
人生就像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到，
何必計較那得失終老。
在這幽谷之中我宣告，不必怕因有你同在，
別人笑我為甚麼等待，因我知道盼望因你而來。
耶穌捉緊我雙手有你的恩典我便足夠，
讓我可清心見你面使我必得見光，
耶穌捉緊我雙手仰望那財寶在天上，
愛慕神的，抱著平安，
感謝你為我所編寫的一切。

中堂、午堂：讚美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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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詩：是祢最重要  西流記第三集 第 19 首
是祢重要，在我的心中最重要，重要是祢！
全地其上全賴祢一一創造，
是祢親手鋪設宇宙繁星於我祢給我是到底的拯救。
頌讚(頌讚)，跪拜！(跪拜)頌讚永歸我主；
頌讚(頌讚)，跪拜！(跪拜)讓我心歸我王。
於天地裡再找不到比祢好！
在我生命裡，再找不到一個相比更重要！
神是我一生中最深刻最重要！
是祢重要，在我的一家最重要，重要是祢！
危險、困逼，憑藉祢一一過渡，
是祢恩手使這家溫馨倍添。
於我這家也屬祢終生歸祢。
頌讚(頌讚)，跪拜！(跪拜)頌讚永歸我主；
頌讚(頌讚)，跪拜！(跪拜)讓我家歸我王。
甘心樂意傳頌基督的救恩！
讓這家奉獻，榮耀都歸於祢皆因祢是愛！
神是我一家中最深刻最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