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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宣言：信徒在每一代以生命見證 活出基督的樣式 轉化社區

夫婦主日崇拜程序
崇拜
早堂
中堂
午堂

主席
梁錦明
區嘉樂
陳志英

宣召

詩篇 96:7-8

敬拜讚美

早堂
1.齊來頌讚
2.因祂活著
3.聖靈之歌

敬拜
梁錦明組
區嘉樂組

司琴

祝福/報告

曾曦嬈
何敏兒
吳文慧

董美琴

主席
中堂/午堂
1.從太陽出來之地
2.日日夜夜
3.蔭庇之處

讚美祈禱

敬拜組

主席

讀經

以弗所書 5:21-33（新約 273 頁）

主席

講道

「夫妻之道」

郭廣輝執事

奉獻

永遠的讚美

會眾

奉獻祈禱
散會詩

家事報告
1. 教會祈禱會於 17/11(四)下午 1:00 及 18/11(五)晚上 8:00 舉行，是次主要為
雲彩會祈禱，鼓勵弟兄姊妹同心禱告！
2. 「植堂探索祈禱會」於 20/11(下主日)下午 1:00 在東貿禮堂舉行，懇請弟
兄姊妹出席參與。
3. 「聖經班：馬太福音」於 23/11(三) 晚上 7:45 在東貿禮堂舉行，請弟兄姊
妹於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參加。
4. 「2016 年感恩祈禱會及愛筵」於 26/11(六) 晚上 6:00 在東貿禮堂舉行，
請弟兄姊妹於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參加。
5. 11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4/11(四)晚上 7:30 在東貿召開，敬請各堂委留意。
6. 本年度教友大會將於 4/12(主日)下午 1:00 在東貿廣場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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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293 位；青少年 19 位；兒童 47 位。
8. 上主日共收獻金$191,475.40。若肢體在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
姊妹查詢。

主席
是祢最重要

聖誕月「愛到家」
目的：探訪關懷未信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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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長填好小組回應表後，交給辦工室同工）
2.其他弟兄姊妹可選擇探訪或被探訪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

會眾

祝福

牧師

家事報告及
代禱

同工

萬年青區福音魔術佈道會
日期：12 月 9 日(五)
時間：上午 10:00 至 11:30
地點：東貿禮堂
對象：長者
內容：詩歌、福音粵曲、讚美操、魔術表演、信息分享、送禮物
合辦：柴灣堂與 YMCA 柴灣長者鄰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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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代禱資料
13/11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教會在 11 月是差傳月，求主藉著差傳主日的信息、崇拜中的見證、
外出探訪等，讓弟兄姊妹更多認識並體驗神的旨意！
14/11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廖達成、黃嘉迪家庭（起羊羊組）
‧ 感謝神！保守一家有平安和健康的身體。
15/11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麥超祺、馮美寶家庭（起羊羊組）
‧ 感謝神！預備有新的工作和家人健康平安。
‧ 求神賜智慧和機會可就女兒對信仰的認識和參與，有美好的溝通。
16/11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莫耀平、侯蕙燕夫婦（起羊羊組）
‧ 感謝神看顧，夫婦二人生活安好。求神施恩我倆靈命繼續成長，見證
基督。
‧ 蕙燕感冒已一星期尚未痊癒，有咳嗽、睡眠不好。求主憐憫醫治她早
日痊癒。
‧ 求神幫助耀平在飲食上有節制，並有恆心做運動。
17/11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羅美蓮姊妹（雅歌組）
‧ 感謝神保守看顧，搬屋一切順利，現已適應下來，家人都願意一起分
擔家務，一起努力。
‧ 哥哥廣雄 3 年前做了腫瘤切除手術後，最近發現他身體內又有腫瘤，
求神引導一切的跟進治療順利；賜他願意的心返教會認識神和決志信
主。
‧ 家中各人最近都輪流染病了，求神讓我們能注意飲食和作息，讓身體
強壯起來。
‧ 求神祝福各人工作、學習和事奉得力，能有平安和喜樂的心，為主常
作好見證。

18/11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彭耀佳、楊美珍家庭（幸花牽情組）
‧ 求神加能力更賜屬靈智慧給夫婦二人處理工作中的機遇及挑戰。求神
賜下機會常能在職場及朋友中作見證神和宣講神的道。
‧ 求神保守兒子子偉在美國的學業，身心靈得平安，屬靈生命可以成長。
‧ 求神賜女兒子欣能力和智慧去克服艱深的中五課程，幫助她懂得分配
時間，在挑戰中學習倚靠神。
19/11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劉澤榮家庭（基道堂，烏干達）
‧ 劉澤榮牧師於 7/11 被確診染上瘧疾，治療瘧疾之藥物藥性很強，身體
出現發冷發熱、出冷汗、難入睡，有頭痛和反胃情況。現正逐步康復
中，請禱告記念。
‧ 因為瘧疾再染的機會很大，請記念劉牧師日後身體有好的抵抗力。
‧ 請記念劉牧師、師母、三位小孩子之健康、奉獻、學校生活等。
52 週句句金
第 17 週：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
開門。
(馬太福音 7:7-8)
第 18 週：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
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
也少。
(馬太福音 7:13-14)
第 19 週：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
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
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
(馬太福音 7:24-25)
第 20 週： 愛情，眾水不能熄滅，大水也不能淹沒。若有人拿家中所有
的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視。
(雅歌 8:7)

每日一禱： 我們在天上的父，求主賜我們彼此順服的心，學習教會怎樣
順服基督，又賜我們有看別人需要比自己強的心！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求，誠心所願！

本週代禱事項
‧ 是主日兒童區有兒差外出探訪南亞裔朋友商店活動，求神保守我們出入有
平安和有美好的交流。讓孩子參與宣教使命，把耶穌的愛傳遞給他們。
‧ 請為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和新政府禱告，求神賜新總統有謙卑的心和合乎
真理來施行政治，經濟，軍事，宗教和民生的政策！並在國際間賜下和平
的合作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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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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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浩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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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我們要成為社區的賜福管道

（第４５期）
廖愛霖

踏入11月是柴灣堂的差傳月，今年我們將一起認識伊斯蘭教。當提到伊
斯蘭教的時候，大家會否只想起有關恐怖襲擊，ISIS、聖戰、難民等情況呢？
無可否認對於伊斯蘭教現勢的認識，我們也受限於媒體對他們所作的報導。
然而，全球有超過十六億的穆斯林，只透過媒體所認識的，並不能代表全部
的穆斯林。今天仍有多不勝數的穆斯林，他們都擁有一顆善良的心，一顆渴
慕尋求接觸神的心。我們學習認識他們的信仰，表達對這群體的關心，也是
繫於神愛世人的心意，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
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3:16）和祂對人救贖的心意，
「不願有一人沉
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3:9)這超過十六億的穆斯林群體也是神所愛、所
願救贖的人。你願意神愛世人的心意，可以透過你已被救贖的生命延伸出去
嗎？
今天神已將穆斯林的群體帶到我們當中，在柴灣區已聚居了為數不少的
南亞裔人士。他們即使定居香港有二至三代的年日，但他們一生也許從未聽
過耶穌基督的救恩。感謝神的帶領和祝福，11月13日早上，兒童區一班小朋友
率先進入社區，藉著探訪柴灣區少數族裔開設的商店，來表達對他們的關心。
此外，教會也會提供不同層面的學習和體驗，讓大家有第一手的經驗來認識
和關心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包括:
‧ 11月20、27 日為差傳主日，有本堂肢體分享服侍南亞裔的見證;
‧ 11月27日下午，有齊來關心穆斯林-行區祈禱。無論你是任何年齡群體，
也歡迎你參加，一起走進人群，以禱告的心來祝福社區，讓神開我們
的眼光，引領我們成為柴灣區穆斯林的好鄰舍。
‧ 12月16日晚上，為南亞裔兒童舉辦聖誕聯歡會。
‧ 2017年1月4日開始，將開設穆宣主日學，讓大家進一步認識伊斯蘭教
與基督教的分別。
(詳情請繼續留意主日報告。)
盼望柴灣堂的弟兄姊妹，一同帶著開放的心，預留時間參與、一同學像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走進人群，成為賜福的管道，來祝福社區中的穆斯林群
體。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