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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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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詩篇 118:1,4

主席

敬拜讚美

傳薪撒拉弗組

讚美祈禱

主席

見證分享

蔡明康夫婦(午堂)

讀經

馬太福音 5:33-37（新約 6 頁）

主席

講道

《論誠信》

廖愛霖姑娘

奉獻

天糧

會眾

家事報告
1. 林志文牧師是主日前往基道第三堂證道。
2. 「植堂探索祈禱會」於是主日下午 1:00 在東貿禮堂舉行，懇請弟兄姊妹出
席參與。
3. 兒童區「愛上這個家-親子黃昏營」於是主日下午 1:30 在柴灣羅屋集合，
請已報名的家庭準時到達。
4. 「2017 全年好日曆」接受訂購，歡迎弟兄姊妹購買。
(早堂-趙錦蘭姊妹、中堂-甄美娟姊妹、午堂-韋碧雲姊妹)
5. 是主日發邀請信給 2017 年度堂委選舉候選人，請肢體在神面前慎重禱告
並於 11/9(主日)或以前遞交回條以示是否接受邀請。
6. 教會祈禱會於 1/9(四)下午 1:00 及 2/9(五)晚上 8:00 舉行。鼓勵弟兄姊妹同
心禱告！
7. 「2016 洗禮班」於 18/9(主日)在東貿禮堂 1-2 房舉行。(報名：12 樓 E 單位
牆壁上)
8. 「聖經班課程：十二先知書」於 21/9(三)在東貿禮堂舉行。(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9.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296 位；兒童 39 位。
10. 上主日共收獻金$108,926.40，本月至今獻金共 $526,482.40。若肢體在兩週
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11. 昆明助學籌款目標為$141,800，現籌得款項共$159,890。
12. 8 月份祈禱會出席總人次為 68。

2016 年 9 月份教會祈禱會

奉獻祈禱
散會詩

主席
人生曲

會眾

祝福

牧師

家事報告及
代禱

同工

地點
東貿
東貿
東貿
東貿
將軍澳
東貿

日期
1/9(四)
2/9(五)
15/9(四)
16/9(五)
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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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文
林志文
董美琴
董美琴
董美琴
王敏瑛

人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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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家庭日營
合辦：夫婦區/兒童區
日期：9 月 16 日(五)中秋節翌日假期
/ 時間：上午 9:00 至下午 4:00
地點：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內容：「一大一路」夫婦講座、營內康樂設施、泳池、親子互動遊戲
講座內容：夫婦之間的關係，有時就好像大人和小孩的關係，既愛又恨；
但只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大家總會有成熟長大的一天。
對象：夫婦區、兒童區家庭、新朋友
收費：$80 元(大小同價)，3 歲或以下免費 / 名額：80 人
集合時間：上午 8:45 (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柴灣羅屋民族文化館
備註：講座期間設有兒童照顧
查詢請聯絡兒童區同工蕭秀珍
報名：早堂-趙錦蘭姊妹、中堂-甄美娟姊妹、午堂-韋碧雲姊妹
MBTI 性格與成長
日期：9 月 11 日至 10 月 9 日(主日)
時間︰上午 11:40 至下午 1:40
地點︰柴灣祥利街 17 號致高工業大廈 10 樓
導師︰陳偉文牧師、郭廣輝、呂潔玲
內容：從MBTI這套工具來幫助學員認識自己與他人的性格與成長，
從而更能夠明白上帝對我們創造的旨意。
對象：新洗禮、事奉者 / 名額：40 人
/
費用：100 元
備註：若缺席兩堂者，需付 MBTI 材料費(400 元)
日期
課題
負責人
11/9
基本性格傾向、教做問卷
陳偉文牧師
認識溝通：EI
18/9
認識溝通：
郭廣輝 (SN)
SN、TF、JP
呂潔玲 (TF、JP)
25/9
相親相愛：
郭廣輝、呂潔玲
愛與衝突的表達方式
2/10
生命更新：成長與靈修
陳偉文牧師 (SJ)
SJ、NT
呂潔玲 (NT)
9/10
生命更新：成長與靈修
郭廣輝
SP、NF
報名：早堂-趙錦蘭姊妹、中堂-甄美娟姊妹、午堂-韋碧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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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柴灣堂堂委選舉專欄
以下名單中的弟兄姊妹（排名不分先後），跟據柴灣堂典章，經
提名小組（堂主任及兩位現任堂委）提名，為合資格的堂委候選人，
需於 11/9/2016 或以前回覆是否願意接受提名。
請弟兄姊妹為他們的事奉路向及心志祈禱。
黃南波弟兄 黃志芬姊妹 郭碧鳳姊妹 林志強弟兄 伍寶秀姊妹
麥雯卿姊妹 姚順彩姊妹 勞惠卿姊妹 陳志英弟兄 莫耀平弟兄
麥超祺弟兄 王彩娣姊妹 黃敏玲姊妹 黃嘉迪姊妹 區美蘭姊妹
陳玉蓮姊妹 曾美玲姊妹 譚燕瑞姊妹 葉娟雲姊妹 李慧蘭姊妹
姚信梅姊妹 歐 娟姊妹 梁錦明弟兄 葉明皓弟兄 陳玉芳姊妹
廖明禮弟兄 吳潤洪弟兄 陳幗徽姊妹 溫穎瑤姊妹 戚洪裕弟兄
李兆倫弟兄 溫遠光弟兄 卓銘信姊妹 劉兆強弟兄 黃惠珍姊妹
鄭一龍弟兄 陳珮華姊妹 廖香城姊妹 曾偉明弟兄 陳智明弟兄
林佩齡姊妹 蔡靜雯姊妹 區嘉樂弟兄 馮潔玲姊妹 馮美寶姊妹
彭耀佳弟兄 梁遠光弟兄 侯蕙燕姊妹 蔡玉英姊妹 黎燕芳姊妹
蘇麗珍姊妹 黃敏兒姊妹 朱文正弟兄 黎 明弟兄 何碧彩姊妹
林美珊姊妹 李慧萍姊妹 呂慧敏姊妹 吳文慧姊妹 王敏瑛姊妹
丘桂珍姊妹 阮偉山弟兄 曾月華姊妹 張玉英姊妹 叢錦英姊妹
李玉琴姊妹 陳梅枝姊妹 陳志強弟兄 李劍儀姊妹 林曉榮姊妹
劉永聰弟兄 姜貴來弟兄 丘玉珍姊妹 張寶惠姊妹 陳敏燕姊妹
方意蘭姊妹 黃鳳翠姊妹 區振光弟兄 陳百花姊妹 蔡清雅姊妹
賴淑霞姊妹 黎燕芬姊妹 王健瑛姊妹 楊秀平姊妹 楊美儀姊妹
黃禮光弟兄 姚根英姊妹 何國良弟兄 陳嘉慧姊妹 鄭寶玉姊妹
趙錦蘭姊妹 劉秀英姊妹 李玉蓮姊妹 陳孟宣弟兄 張瀚懷弟兄
林顯基弟兄 劉耀泉弟兄 葉錦清弟兄 陳美蓮姊妹 龍桂崧姊妹
吳文慇姊妹 黃揚芳姊妹 曾富超弟兄 林鳳儀姊妹 鄭劍強弟兄
阮賜業弟兄 張美華姊妹 張玉清姊妹 鄧淑雯姊妹 何小屏姊妹
李沚珊姊妹 陳思穎姊妹 陳煥珍姊妹 馮閑鳳姊妹 李玉芷姊妹
林子彭弟兄 吳凱詩姊妹 趙淑清姊妹 鍾艷霞姊妹 林慧玲姊妹
林旭艷姊妹 李曼玲姊妹 梁玉蓮姊妹 陸基恩弟兄 馮夏萍姊妹
高小慧姊妹 劉佩玉姊妹 韋碧雲姊妹 阮妙玲姊妹 鄭維珍姊妹
郭嘉裕姊妹 李珮雯姊妹 楊俊朗弟兄 何家仁姊妹 顧 梅姊妹
黎海燕姊妹 歐陽婉玲姊妹
                       
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典章第三章第二十三節──基本堂委資格
1. 兩年以上基本教友（即 2014 年 9 月前加入本堂）及年滿二十一歲
（即 1995 年 9 月前出生）；及
2. 經常參加本堂主日崇拜（全年必須出席三份之二以上）；及
3. 經常奉獻本堂月捐及其他捐項（過去一年內有六個月或以上有奉
獻）。
其他提名
如有弟兄姊妹欲加入候選名單，可請五位或以上基本教友聯署提名。
請於是日內向董美琴牧師遞交提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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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招募插花事奉人員
招募︰10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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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為讓更多人參與事奉，請事奉者先填寫一次，待有空缺才繼續填
寫。

每日代禱資料

28/8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求主復興教會的祈禱會，感動更多領袖及弟兄姊妹同心禱告，彼此守望，
建立神的家！

為肢體代禱
林慧玲姊妹（津遵樂道組）
‧ 求主幫助女兒的實習工作能順利完成，從中得到益處。
‧ 母親的身體日漸虛弱，求主憐憫。
‧ 感謝主！自己和家人身體健康。
1/9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林麗娟姊妹
‧ 為身體健康祈禱，因腳底有骨刺，需要食止痛藥才能止痛，求主保守及
醫治。
‧ 孫兒今年升小五，求上帝保守他在新開年的學習。
‧ 求天父保守家人，有一份依靠的心及早日認識主耶穌。
30/8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黎海燕姊妹（經嚐喜樂組）
‧ 為兒子竣鏗及國鏗將開學禱告，求主保守一切順利。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何小屏姊妹（神光彩虹組）
‧ 為女兒焯盈在日本工作祈禱，求上帝保守及帶領。
‧ 為弟弟心臟有病禱告，求上帝醫治及保守。
2/9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林曉榮姊妹（約瑟組）
‧ 為母親的病情祈禱。感謝主，在治療中情況有好轉，但仍然未能說話，
求主帶領及醫治。
‧ 女兒慧玲今年升中六，求主保守她在學校的學習；面對中學文憑試，求
上帝帶領她的腳步，讓她有能力應付。
‧ 為家人的健康祈禱，因各人都需要面對不同的工作及學習，求上帝保守。
3/9

29/8

星期三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蔡明康夫婦（宣道會宣愛堂，日本）
‧ 日本差會方開始準備我們長宣時的實質安排，求主引領，尤其是租屋的
情況，亦求主保守家中小狗順利申請前往日本的安排。認獻仍有不足，
現在尚欠學習 語言的起步費。差會要求在出發前(9 月中)籌集全期款項，
求主興起更多勇士回應需要，也繼續感動弟兄姊妹在禱告中記念我們。
‧ 距離出發前往工場的日子，還有一個月時間，求神賜予智慧及耐性處理
家中的物品，亦有很多雜項需要處理，例如地址及戶口的安排，求主加
力。
‧ 求主保守在出發前，能與家人、教會、弟兄姊妹及好友享受美好的共聚
時間，亦能帶著感恩的心數算恩典，亦求主保守及安慰出工場前的身心
靈預備。
‧ 淑賢的外婆仍常要出入醫院，求主醫治，並讓她能早日認識福音，決志
信主。

52 週句句金
第 9 週： 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
惡者。
(馬太福音 5:37)
每日一禱： 監察人心的主，求祢光照我們的內心，更新我們的心思意念及言
行，賜給我們對神、對自己和他人都有一顆誠實良善的心，隨時
作討神喜悅的事。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誠心所願！
本週代禱事項
‧ 兒童區於是主日在元朗大棠舉行親子黃昏營，求主幫助不同家庭彼此認
識，在神的愛裡互相建立，委身相愛。
‧ 是主日下午舉行植堂探索祈禱會，求主帶領，為我們預備可以傳揚福音的
地方！
‧ 感謝神！張美華姊妹心臟起搏器的手術成功，求主保守手術後的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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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玉葉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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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港九培靈研經會的體驗

（第３４期）
郭廣輝

在過去 88 年，每年的 8 月都有港九培靈研經會的舉行，在募道時，聽女
朋友說她有一位同事，每年總會為參與而放假，對此有深刻的印象。在自己
信主的初期有機會參加過數天，坐在城浸的大禮堂，數千人一起的敬拜，逐
漸明白萬民也要敬拜，剛好講道提及神為以利亞預備了七千未向巴力屈膝的
人，感覺十分振奮。此後便因工作緣故，沒有再參與，只是閒來購入講道光碟
聆聽。
7 月已計劃多出席是次培靈研經會，最終可以出席 6 天的講道會、研經
會及一次晚上的培靈會。當中遇上小西灣堂的姚牧師伉儷，柴灣堂有寶惠、
小慧、鳳儀、敏瑛及 Cher 等人。坐在劉永生中學的禮堂，沒有城浸的熱鬧或
萬眾一心的震撼，卻有一份特別的寧靜；坐在當中我還是年青人，看著很多
長輩專心聽道，是一份尊主為大、務要忠心的活見證。
散會時雨很大，二十多人因沒有雨傘而停在學校大門前，一位先離開的
姊妹返回來，向我派發每人一份的透明雨衣，派光了，她再次沒入雨中。這是
甚麼經驗？上帝的天使，獎賞大家聽道。

電話：2896 5111
電郵：cwc@ccccwc.org.hk

看轉播聽道是很奇怪的體驗，上午的兩位講員是我們熟悉的馮浩鎏牧師
及麥漢勳牧師，雖然他們人在城浸，卻感覺他們的同在。或許我們已習慣了
30 分鐘的講道，在此次每節 1 小時 15 分鐘的講道會及研經會，卻有另一番
心靈體會。兩位講者，把那短短的經文，不斷咀嚼，配合叫人驚訝的例子。亦
因為對兩位講員都有點認識，察覺在 1 小時 15 分鐘的講道下，與平日有所不
同，主更加釋放主的言語，光照得更亮。自己開始反思聽道是否只要 30 分鐘，
坐在禮堂上，不知不覺的個多小時，心還是想再聽下去。反思下，察覺到聽道
也被快捷有效的追求主宰著，或許我們要學像馬利亞般選擇靜聽主言。

幼兒園：柴灣新翠花園政府單位第二層

電話：2896 5151

心在想，2017 年要不要再出席，再次專心嘗主的恩言。除預備下一年的
聽道假期，你也可到 www.hkbibleconference.org 聆聽主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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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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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元：柴灣新翠花園政府單位第四層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