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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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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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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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歡迎弟兄姊妹到 12 樓 B 單位外索取「竹居台 2017 年月曆」。
（每個家庭
取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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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4/11(四)晚上 7:30 在東貿召開，請各堂委到接待處
的藍色堂會資料文件夾中領取議程及有關文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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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聖誕月：愛到家」探訪於 1-31/12 舉行，請弟兄姊妹於 12 樓 E 單位牆
壁上報名參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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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萬年青區福音魔術佈道會」於 9/12(五) 上午 10:00 在東貿禮堂舉行，歡
迎長者參與。
9.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295 位；青少年 24 位；兒童 55 位。
10. 上主日共收獻金$87,418.30，本月至今獻金共 $278,893.70。若肢體在兩週
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11. 陳偉文牧師於 26-30/11 放假。

行區祈禱 - 祝福社區愛鄰舍
日期：11 月 27 日（下主日）
時間：下午 1:15 至 3:30
集合地點：東貿禮堂
內容：簡介柴房南亞裔事工、行區禱告、回程分享及禱告。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歡迎弟兄姊妹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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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代禱資料
20/11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求主感動教友一同出席 4/12 教友大會，同證主的恩典在過去一年的
帶領，也讓我們一同在新的一年委身基督，各盡其職，完作主交託的
使命！
21/11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蕭健衛、徐秀蓮家庭（牧羊組）
‧ 為健衞的新工作禱告，求主賜他智慧能夠應付繁重的工作。
‧ 為女兒希妍和兒子進謙的學習和靈命禱告，求主賜他們有受教的心。
‧ 求主賜秀蓮智慧能夠應付工作和照顧孩子。
‧ 求主幫助未信主的家人能夠早日接受主耶穌。
22/11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陶世吉、梁慕燕（經嚐喜樂組）家庭
‧ 求神引領兒子子威前面的方向。
‧ 求主保守我們一家身體的健康。

25/11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曾富超（Amen 一族組）、黃慧儀家庭
‧ 感謝主！家中各人有平安；富超的母親歐月群身體很好。
‧ 求主保守富超的事奉，蒙神祝福、加能賜力；可以盡心盡意事奉神及
服侍教會。
‧ 求主保守慧儀健康身體，手肘發炎能早日康復。在萬年青區的服侍滿
有喜樂。
‧ 求主保守女兒曦嬈有智慧如何運用時間；作司琴的事奉得主喜悅，透
過音樂頌讚神的榮耀大能。
26/11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芥菜種家庭（基道旺角堂、大角咀基全堂，創啟地區）
‧ 開始下雪，溫度在正負三度中，請記念身體適應及生活。
‧ 我們團隊之隊長化驗後肝出現腫塊，他們夫婦已離開大山小山國就
醫。
‧ 團隊另一名成員已完成兩年任期，已離開大山小山國，所以只餘下芥
菜種家庭在當地。請禱告記念！

23/11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曾國偉、關美萍家庭
‧ 為兒子啟滔今年考中學文憑試(DSE)禱告，求主讓他有智慧地分配時
間溫習。
‧ 美萍母親馬瑞清腳患時好時壞，以致不能返教會，求主讓她在家中休
養期間，可透過不同方法接觸信仰。
‧ 美萍工作繁忙，求主保守帶領。
24/11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曾偉明、姚順彩家庭（約瑟組）
‧ 求主幫助兩個兒子有追求真理的心，在生命中遇見神，起居作息規律
及善用時間，為學業努力並獲得果效。
‧ 偉明工作繁重，勞心勞力；求主賜下從神而來的能力面對。又叫他事
奉中有喜樂及平安。
‧ 感謝神！順彩在事奉中常有喜樂及經歷神的信實。求主繼續引領，作
個努力跟隨耶穌的門徒。
‧ 求神叫我們學效基督的謙和、愛仇敵，為逼迫我們的禱告。

52 週句句金
第 21 週： 所以你們要謹守遵行，這就是你們在萬民眼前的智慧、聰明。
他們聽見這一切律例，必說：「這大國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聰
明。」
(申命記 4:6)

每日一禱： 教會的主，感謝祢先拯救我們成為祢得贖的子民。求祢主賜
我們悟性和愛祢的心，來遵行祢的吩咐為萬人懇求、禱告、
代求和祝謝。也能常常為一切在位者禱告。願意教會成為賜
福的器皿，祝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誠心所願！

本週代禱事項
‧ 「2016 年感恩祈禱會及愛筵」於 26/11(六)晚上舉行，求主感動弟兄姊妹一
同參加，數算神過去的帶領及祝福，也讓我們在愛中互相建立支持！
‧ 聖潔公義的主，求祢開啟台灣總統和各黨派的心，看見創造的神對婚姻和
家庭設立的原意! 興起台灣教會有智慧表達意見和忠心作美好見證。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淺談牧養新一代 – 聽命勝於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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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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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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４６期）
陳天喜

近年牽起「港獨」思潮，由政黨政治理念延伸至立法會內部，再引起釋法
問題，可話牽連甚廣。對香港政府來說，
「港獨」議題看起來就如水銀一般，
不但有毒，還會滲透到不同地方，特別在青年群體當中，難怪梁特首及吳局
長也多次強調「港獨」議題沒有談論空間。
由家庭、學校到社會、從小到大我們都被要求作一個「乖」孩子。小孩子
充滿好奇心，常常會向身邊的大人問：「點解既？」，多少時候聽到的回應是
「細路仔唔好問咁多！大個你就明嫁喇！」
，還未有討論的機會就要選擇接受。
在教會或信徒家庭長大的孩子，我們亦期望他們要學乖，要行出聖經的標準，
這些要做要做…要做，那些不該做不該做…不該做，但多少時候我們會訓練
他們作思考、分析及推論，按不同生活處境活用出聖經的教導，使孩子明白
及擁抱這些信念。
撒母耳記中記載了先知撒母耳對掃羅王一段為人熟識的教訓。掃羅王在
兩次戰事中，都沒有聽從神和撒母耳的吩咐，反而擅自獻祭，行神不喜悅的
事。撒母耳記上 15:22 就記載了撒母耳對掃羅王的教訓：
「耶和華喜悅燔祭和
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
獻祭本來是敬畏神的表現，但掃羅王並沒有「獻祭」的基礎條件，就是「聽
命、順從」
。不是表面的「聽話」
，而是打從心底裡信服於上帝。若掃羅王當下
能作正確思考、分析及判斷，他便知道私自獻祭的舉動是錯誤的；但他只將
宗教行為做出來，便失了敬虔的實意。
牧養青少年及信徒第二代都是香港教會經常討論的課題；不論教會或家
庭，我們都期待著培育出敬虔的新一代。在這一個複雜多變的世代，我們不
能只單單要求他們「聽話」
、
「照做」
，更重要是讓他們有機會思考，從開放的
討論中讓他們明白真道，經過思考、討論及分析後，將信仰內化成他們所擁
抱的信念，否則我們只會培育出懂乖乖「獻祭」的下一代。但，我們要的是
「乖‧獻祭‧信徒」
，或是我們要的是「真‧聽命‧門徒」？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