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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福  立
陳偉文牧師



                       家事報告及代禱                    坐
                           宣 召  坐

陳偉文牧師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要向耶和華
歌唱，稱頌祂的名，天天傳揚祂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說祂的榮
耀，在萬民中述說祂的奇事。」詩篇 96:1-3

                      彼此問候                         

                         敬拜讚美                         
早堂
中堂、午堂
1.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1. 祢是彌賽亞
2. 耶穌配得至聖尊榮
2. 耶和華為我預備
3. 祢信實何廣大
3. 我們呼求
                         讚美祈禱                         

                 午堂崇拜後請會友收拾椅子               

家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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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主日為母親節，本堂致送禮物給每一位母親，祝賀各位母親「母親節快
樂」。
3. 董美琴牧師於是主日前往中華基督教會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證道及施餐。
4. 同工廖愛霖姑娘於 10-13/5 放假。

讀 經  坐
 啟示錄 3:7-13 （新約 358 頁）



                           講 道  坐
        廖愛霖姑娘        

堅持忍耐遵守主的道 – 非拉鐵非教會
奉 獻  坐
普天頌讚 第 402 首（第 2、3、5 節）



應當獻身歌



投影音響事奉人員大招募
投影音響在現代崇拜靜靜地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投影音響控制的事奉也起了
重要的角色。這事奉讓弟兄姊妹專心敬拜上帝，讓崇拜順利進行。你願意加
入這事奉嗎？只要您真心決志跟隨耶穌，願意事奉上帝及弟兄姊妹。教會將
提供合適的相關訓練。
如有疑問，請向林志文牧師查詢。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親師座談會
主辦︰兒童區
主題：屬靈大覺醒 - 家長成為子女的屬靈師傅
日期︰5 月 15 日 (下主日)
時間：中午 12:30 至 3:00
午膳時間、地點：中午 12:30 於柴灣堂幼兒園
對象：兒童區家長及導師
費用：$30 (每個家庭計算) (自備餐具)、導師 (免費)
內容：覺醒分享、家長之享、導師回應
備註：1. 如需使用教會餐具每位$5 2. 臨時報名收取行政費$10
3. 如家長不須午膳，請於下午 1:30 到達東貿 12 樓禮堂出席座談會
報名：早堂-趙錦蘭姊妹、中堂-張玉葉姊妹、午堂-李曼玲姊妹

《52 週句句金》運動
前言：
教會於 2013 年開始三年九站的讀經旅程，於今年 3 月已經完成。感
謝主的帶領，在這三年的運動中，大約有 200 位肢體報名，其中有
130 位分別參加各站，而完成全個旅程的，約有 40 名弟兄姊妹。為
著繼續推動教會弟兄姊妹延續渴慕上帝的話語，在今年 7 月開始，
教會將會推行《52 週句句金》運動。
目的：
經過三年速讀聖經一遍，如今教會希望透過五式 (朗讀、默想、抄
寫、背誦、分享)，深化對經文的認識及領受。背誦是牢記的其中一
種方法，因此背誦經文能夠有助我們深化對經文的認識及領受；推
動《52 週句句金》是盼望弟兄姊妹透過背誦、分享上帝的說話及對
其理解，將上帝的說話留在心裡，並活出在生活中。

2016 年 5 月份教會祈禱會
地點
東貿
東貿
東貿
東貿
將軍澳
東貿

日期
5/5(四)
6/5(五)
19/5(四)
20/5(五)
27/5(五)
逢星期日

時間
下午 1:00
晚上 8:00
下午 1:00
晚上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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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美琴
董美琴
葉永傑
葉永傑
董美琴
王敏瑛

人數
25
8
-----

財政收入
周貴芳、林曉榮、鄭一龍、鄭寶玉、陳美蓮、曾國偉、張珍玉、張寶惠
劉佩玉、李劍儀、彭耀佳、陸基恩、陳智明、張玉清、廖明禮、郭嘉裕
蘇麗珍、林瑞梅、區振光、趙麗華、葉娟雲、伍國和、馮夏萍、方惠蓮
李嘉穎、陳嘉慧、馮潔玲、高小慧、溫福蘭、徐秀蓮、區嘉樂、麥雯卿
林美珊、趙淑清、陳天喜、李月英、丘玉珍、陳敏燕、張菁菁、張美華
甄美娟、李玉琴、陸秀嫻、叢錦英、趙錦蘭、京柏蓮、王立基、蔡玉英
陳施芳、阮妙玲、蔡靜雯、韋碧雲、梁遠光、李裕屏、阮偉山夫婦
陳伯洪夫婦、高仰維夫婦、朱文正夫婦、李兆倫夫婦、阮賜業夫婦
何國良夫婦、姚錦棠夫婦、劉龍景雲、顧梅
上主日獻金共收$175,525.00
本月至今收獻金 $175,525.00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
【成人崇拜】
柴灣堂 【兒青崇拜】
成人崇拜

早堂

110

中堂

大喜樂 11
仁愛
總數： 309 兒青崇拜

107
15

午堂
92
主日飛躍
28
活力寶寶
13
總數：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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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代禱資料

插花

胡桂芬
王彩娣
梁錦明
何碧彩
早
趙閏妹
阮賜業
堂
勞 坤
梁錦明組 曾曦嬈
鄧淑雯
方意蘭
本中
區嘉樂
吳文慇 甄美娟 劉永聰
廖愛霖
-區嘉樂組 黎美善 羅婉婷 張瀚懷
王嘉雯
週堂
啟示錄
鍾艷霞
李玉琴
曾潔梅 陶世吉
陳志英
李恆瑜
午
黃敏玲
區嘉樂組 吳文慧 李曼玲 麥超祺
堂
李玉芷
馮夏萍
早
曾富超
王健瑛
曾富超
侯俊鵬
張寶惠
堂
黎美善
林顯望
阮妙玲
施金可
下中
李慧蘭 陳秀梅 麥超祺
董美琴
-李慧蘭
週堂
梁玉蓮
溫穎瑤 李月英 李浩賢
啟示錄
趙淑清
曾潔梅
午
吳潤洪 陳佩華
陶世吉
-吳潤洪
堂
容心怡 李玉琴
謝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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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美善、麥朗然
搖籃班
活力寶寶
仁愛
大喜樂
飛躍敬拜
梁慕燕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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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雯卿
林美儀
下
李劍儀、趙錦蘭 羅美蓮、陳嘉慧
張寶怡
參與
鄭寶玉
週
林鳳儀
何家輝
彭子欣
成人崇拜
張玉英
麥詠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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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星期日

為肢體代禱
陳偉文、姚根英夫婦（起羊羊）
‧ 啟示錄課程已進行了一半，求主幫助 40 位學員有心有力繼續完成餘下的
課程，從中明白並遵行神的真理！
‧ 求主幫助陳牧師有智慧與能力如何牧養並帶領萬年青區、婦女區、培育部
及行政部的工作，好叫弟兄姊妹的生命得以建立！
‧ 求聖靈感動未信主的家人，能夠早日經歷上帝的信實和慈愛！
禱讀經文
「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我是阿拉法，我是
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啟示錄 22:12
9/5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林志文、曾月華家庭（起羊羊）
‧ 林牧師現正寫論文，求主加能賜力。
‧ 林師母工作、進修、事奉皆忙，求主保守。
‧ 大兒子顯基尋求前路，包括事奉，求主帶領。
‧ 感謝主！小兒子顯望生活一切順利。
禱讀經文
「你要寫信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說：那聖潔、真實、拿著大衛的鑰匙、
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略有一
點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
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啟示錄 3:7-8

10/5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廖愛霖姑娘
‧ 10-13/5 安靜退修，在靈裡得息得力，祈求神的心意顯明!
‧ 祈求神軟化父母剛硬的心，讓他們早日信靠耶穌。
‧ 求神保守身體健康，有好的睡眠質素。

禱讀經文
「那撒但一會的，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不是猶太人，乃是說謊話的，我要使
他們來，在你腳前下拜，也使他們知道我是已經愛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
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
啟示錄 3:9-10
11/5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葉永傑先生
‧ 感謝天父，大兒子憫樂漸漸適應幼稚園的學習及生活。
‧ 小女兒憫悅面部仍有少許敏感，求天父醫治。
‧ 為太太在教會的事奉，教會其中一個單位會被領展收回，因此在發展上可
能會受到影響，求天父帶領。
‧ 感謝主讓柴房近來有機會接觸不同群體的青年人，求天父使用自己及天
喜，讓我們有心及有力去服侍他們。
禱讀經文
「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得勝的，我要叫他
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裡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
名，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啟示錄 3:11-12
12/5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郭珮珊姊妹
‧ 感謝神！近來多了機會與妹妹們接觸和相處，叫我們珍惜大家的親情。
‧ 兩位妹妹於 6 月去旅行，其中一位會留在小鎮住兩個月，求主使她身心靈
得安靜和認識神！
‧ 求主幫助自己在尋求神的心意上有亮光和悟性，明白神的心意並願意跟
隨。

禱讀經文
「你們要恆切禱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為我們禱告，求神給我們開傳道的
門，能以講基督的奧祕，叫我按著所該說的話將這奧祕發明出來。」
歌羅西書 4:2-4

13/5

星期五

為飛躍牧區代禱
徐愛龍弟兄
‧ 堅持減肥計劃成功了，感謝主。
‧ 工作方面需要很多勞動體力，求主加能賜力應付。求主幫助能在工作能實
踐愛、包容、鼓勵及讚賞同事更多。
‧ 願神保守家人身體健康。
‧ 希望能多點認識不同的朋友，求主賜下信心。

禱讀經文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
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
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馬書 10:14-15
14/5

星期六

為飛躍牧區代禱
‧ 為組員與神的關係禱告，求讓他們經歷神的信實。

禱讀經文
「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的。」
啟示錄 5:12

行動建議： 反思：自己對遵行主的道的心態是甚麼？
實踐：哪一段經文是神給你的提醒要以行動來回應？請以信
心回應遵守主的道﹗

每日一禱： 生命的主，求祢將智慧和悟性賜給我們，使我們認識祢是那位
聖潔、真實的神。讓我們常常住在祢的愛裡，每天堅持忍耐遵
守主的道，使祢的名得著榮耀和稱讚。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誠心所願！

本週代禱事項
‧ 求主祝福各位母親身心靈有從上而來的喜樂與平安！
‧ 作主門徒 Roots & Wings 的查經已進入尾聲，求主幫助每一個小組的弟兄
姊妹生命都得以更新，並委身作主門徒！
‧ 郭志華弟兄於 10/5(二)入東區醫院，做通波仔手術！求主保守。
‧ 龍桂崧姊妹的姊姊龍智崧(廣州居住)，星期一在家中跌倒昏迷至今還未清
醒！求主醫治，賜平安給家人！
‧ 加拿大大火不受控制，求主憐憫，叫大雨下來熄滅這場火！更保守龍景雲
的女兒、女婿及其他人的靈魂被甦醒，要回轉歸向神！
下週將為以下弟兄姊妹代禱，請早擬定代禱事項：
陸秀嫻姊妹
陳天喜夫婦
湛沛祺家庭 黃旭華弟兄 李恆瑜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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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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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至 11:30（崇拜）
柴房
主日：上午 11:45 至 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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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浩倫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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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五月八日

（第１８期）
屬靈的母親

董美琴

母親節快樂！
母親之偉大是因為她懷胎十月，並且經歷生產之苦。再者，一般母親經
生產之後，體型改變不如以往，多有付上畢生「轉型」的代價。母親之偉大在
於她絕對能影響孩子的人生、家庭的幸福；正所謂相夫教子。母親的身份，她
既是孩子的母親，也是自己母親的女兒、丈夫的妻子、更是奶奶的媳婦。這種
多重身份，多個位置，各有不同的功能。真要偉大？那確要演好不同的角色，
發揮不同的功能。
辛苦哂！而最重要的莫過於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所當
行的路是甚麼？要使孩子的生命真的蒙福？往往我們供書教學、補習不斷、
興趣班有增無減。所有的幸福是建造在學校的成績之上；學業好像是他人生
的一切。健康、外貌也只是其次，除非它們出了亂子。然而，真的幸福是甚
麼？母親定義？父親當然也有一份！
1. 父母自己的人生意義和目標是甚麼，孩子的也自然被建築起來。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林前 10:31)
2. 生活積極，體魄健壯。作為母親、父親，是否已經充份運用神賜下的空間、
玩意的資源與孩子一起探索生命的新趣。只會送孩子去學游泳，父母可有
與他們暢泳？
「親愛的兄弟阿，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
(約叁 2)
3. 能以樂觀、學習的心態來建立自己父母的身份，也塑造孩子的追求成長，
使他得著健康的價值觀、人生觀。
「想到你心裡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尼基心裡的，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裡。」(提後 1:5)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早堂：讚美詩
8-5-2016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讚美之泉-讓讚美飛揚 第 39 首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在祂的聖所讚美祂。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在祂的穹蒼讚美祂。
要因著祂的大能讚美祂，要因著祂的榮耀讚美祂，
要因著祂的慈愛讚美祂，凡有氣息都要來讚美祂。
我們要讚美耶和華，來敞開胸懷讚美祂。
我們要讚美耶和華，來高聲歡呼讚美祂。
我們要鼓瑟彈琴讚美祂，我們來擊鼓跳舞讚美祂，
我們用絲弦樂器讚美祂，凡有氣息都要來讚美祂。
祢信實何廣大
 頌主新歌 第 70 首
1. 祢信實何廣大，聖天父真神，祢永遠不離棄愛祢的人，
祢永世不改變，滿有憐憫恩，昔在今在永在，我主我神。
2. 春夏秋冬循環，栽種又收成，日月星辰，時刻循軌運行，
天地宇宙萬物，皆同作見證，述說我主信實，慈愛永恆。
3. 祢赦免我罪愆，賜我永平安，祢常與我偕行，安慰扶援，
日日加力，更賜我光明美盼，祢沛賜我恩惠，豐厚無限。
副歌︰
祢信實何廣大！祢信實何廣大！
清晨復清晨，主愛日更新；
我一切所需用，祢都已預備，
祢信實何廣大，顯在我身。
耶穌配得至聖尊榮  心靈頌 II 第 46 首
耶穌，祢配得至聖尊榮，耶穌，當受最高讚美。
願全地響應，諸天唱和，來尊崇主聖名超乎萬名。
讓我們屈膝俯伏敬拜祂，因祂聖名，萬膝要跪拜；
讓萬口承認：祂是主耶穌，全能神，今我榮耀祢。
但願尊貴、頌讚和權能，都歸於祢，都歸於祢；
願尊貴、頌讚和權能，都歸於祢，都歸於祢；
主耶穌，永活真神兒子。

中堂、午堂：讚美詩
祢是彌賽亞
 心靈頌 II 第 29 首
頌讚主，頌讚主，高聲歡唱，
讓我舉起手來宣稱主聖名。
頌讚主基督，甘犧牲前來救罪人，
祢是彌賽亞我主我上帝。
神大能今彰顯恩典，豐富深厚天天都可見，
願意謙卑屈膝俯伏祢面前。
頌讚主基督甘犧牲捨己救萬民，
祢是彌賽亞，我主我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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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為我預備
 讚之歌３ 第 1 頁
耶和華是我供應者，祂必賜滿滿的厚恩。(為我所需)
耶和華是我供應者，祂必賜滿滿的厚恩。
主必天天供給我需要，按照神榮耀裡豐富恩典，
差遣萬千天使保守引導，
掌管一生一世從沒有變遷，
耶和華預備一切厚恩。
我們呼求
 讚美之泉 12-永遠尊貴、最珍貴的角落 (普通話)
1. 主我們同心在祢面前，以禱告尋求祢面。
我們轉離所有的惡行，定義單單跟隨祢。
主我們是屬祢的子民，求賜下父神的心。
我們要回轉向祢父神，也要看見復興。
2. 主我們同心在祢面前，以禱告尋求祢面。
我們轉離所有的惡行，定義單單跟隨祢。
主我們國家是屬於祢，求祢來掌管全地。
願祢來憐憫醫治這地，榮耀再次降臨。
3. 我們呼求祢阿爸父，設立祢寶座在這地；
祢必睜眼看側耳垂聽，奉主名的呼求，
萬民都要來敬拜祢，榮耀高舉祢的聖名；
復興這地，全能的君王，我們歡迎祢。
4. 復興這地，全能的君王，我們歡迎祢。

奉獻詩
應當獻身歌
 普天頌讚 第 402 首
2. 主棄天堂降世，主棄榮光下地，甘心來受艱辛，
卑賤，飄流，羞恥；
主棄榮光為我，我為主何所棄？
3. 救主為我受苦，因欲將我救渡，痛苦之深難言，
痛苦之多難數；主受痛苦為我，我為主受何苦？
5. 我當獻我生命，我當獻我時光；拋卻世間富貴，
為主憂，樂，死，亡︰
救主為我捨命， 獻身我本應當。
散會詩：一生宣揚
 心靈頌 II 第 64 首
讓我讚美如同繁星亮照，每日每夜也頌讚不停，
求祢賜我智慧，使我傳頌祢，
傳頌祢的愛，傳頌祢一切。
讓我跳躍舉手頌唱，
每日每夜也頌唱不停，求祢賜我勇氣，
使我能效法，能效法主情懷，能效法祢所有。
一顆委身的心，和一種不朽的信！
在這剎那已為祢傾流。
到各處傳揚，主的國度，
榮耀祢十架的愛，來吧作十架精兵！
獻上委身的心，和傾出不朽的信，
在這剎那再沒有保留！
要將福音傳頌，要一生都宣揚，
遙望這廣闊禾場，來全力去收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