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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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程序
崇拜
早堂
中堂
午堂

主席
曾富超
區嘉樂
鄭一龍

敬拜
梁錦明組
吳潤洪組

宣召

詩篇 99:1-3

敬拜讚美

早堂
1.歡呼主基督
2.因你傾寶血
3.從亙古到永遠

司琴
曾曦嬈
黃君諾
吳文慧

祝福

報告

林志文

林志文

—

廖愛霖

主席
中堂/午堂
1.容我寧靜
2.耶和華以勒
3.感動

敬拜組

讚美祈禱

主席

見證分享

容心怡姊妹
(中堂)

讀經

路加福音 2:8-20（新約 78 頁）

主席

講道

「又到聖誕」

陳福華執事

奉獻

以馬內利來臨歌

會眾

奉獻祈禱
散會詩

家事報告
1. 董美琴牧師是主日前往小西灣浸信會證道。
2. 兒童區兒崇敬拜導師及大喜樂導師請往辦公室郭珮珊姊妹的工作桌面取
2017 年 1 至 3 月份詩歌及教材資料。
3. 教會祈禱會於 15/12(四)下午 1:00 及 16/12(五)晚上 8:00 舉行。鼓勵弟兄姊
妹同心禱告！
4. 12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1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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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堂探索祈禱會」於 18/12(下主日)下午 1:00 在東貿禮堂舉行，懇請弟
兄姊妹出席參與。
6. 「穆宣課程」於 4/1-22/2(三) 晚上 8: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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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03 位；青少年 21 位；兒童 57 位。
8. 上主日共收獻金$245,416.80。若肢體在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
姊妹查詢。
9. 林志文牧師於 14-18/12 放假。

平安夜報佳音 -- 祝福社區
日期：12 月 24 日（六）
時間：晚上 7:00 至 9:30
集合地點：東貿禮堂
內容：唱聖詩、派單張、傳福音
備註：當晚分隊出外報佳音，參加者需事先報名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已於上主日交回條者不用再次報名）

主席
夜半歌聲歌

會眾

祝福

牧師

家事報告及
代禱

同工

聖誕洗禮崇拜
日期：12 月 25 日（主日） / 時間：上午 11:30（午堂崇拜）
地點：東貿禮堂
備註：早堂、中堂崇拜照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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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聚餐
日期：12 月 25 日（主日） / 時間：下午 1:30
地點：富港海鮮酒家（柴灣環翠邨環翠商場地下 1 號舖）
內容：午膳、洗禮者分享見證、遊戲、抽獎
費用：120 元（弟兄姊妹、新朋友及洗禮者）
80 元（洗禮者自付請客）
，4 歲或以下免費（需報名）
對象：本堂弟兄姊妹及新朋友
截止：12 月 11 日（是主日）
備註：截止後報名，一律收費為 140 元
報名：早堂-趙錦蘭姊妹、中堂-鍾艷霞姊妹、午堂-曾潔梅姊妹

本年度受洗新葡名單
成人水禮
姊妹 ── 張菁菁、鄭曉玲、郭金玲、劉倩婷、梁慕燕、梁麗雯
梁嘉文、麥麗然、沈金生、黃少芝、楊惠敏、楊霞女
弟兄 ── 鄭貴基

祈禱工作坊
每年 1 月 1 日都是教會的禁食祈禱營，適逢 2017 年的 1 月 1 日是主日，
也因著登山寶訓對祈禱的教導後，遂於 2017 年 1 月 1 日和 8 日，安排了兩
次的祈禱工作坊，並邀請了牧靈中心的負責人，來帶領大家一同透過禱告
來遇見神。
日期：2017 年 1 月 1、8 日 (主日)
時間：下午 1:30 至 4:00
地點：東貿禮堂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備註：若你有參與小組請向組長報名。其他肢體也請填寫報名表以便安排。
1 月 1 日的祈禱工作坊，參與者可自行選擇禁食參與。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廖愛霖姑娘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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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代禱資料
11/12 星期日
為世界代禱
‧ 為世界各地處身在戰亂、飢餓、恐慌等百姓禱告，求主的憐憫拯救臨
到他們中間！
12/12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區振光弟兄（Amen 一族組）
‧ 感謝神！女兒今年畢業，8 月份初出茅廬，就有很好的鍛鍊機會，還
有公司津貼進修。
‧ 感謝神！太太有一班合拍的同事，公司有穩定的發展。
‧ 自己可以繼續事奉培育部，感謝主！在這關鍵時刻，求主加力和實現
薪火相傳。
13/12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陳志競弟兄
‧ 左眼剛完成視網膜鐳射修補，求主保守康復過程。
‧ 求主帶領，為小女兒海喬安排一間合適的幼稚園。
‧ 求聖靈賜福給母親，讓她心裡更多平安。
14/12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陳家明弟兄
‧ 太太將會做腸道手術，求主保守順利完成。
‧ 外父因胃潰瘍入院，求主醫治並早日康復。
‧ 求主帶領自己和太太來年的工作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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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 星期四
為教會代禱
陳孟宣弟兄（Amen 一族組）
‧ 感謝神有份在教會事奉，求主加能賜力。
‧ 父親年老，身體肌能日漸衰退，求主保守免除身體上的痛楚。
‧ 仍有未信主的家人，求主感動他們能早日歸主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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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 週：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如今卻蒙上帝的恩
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羅馬書 3:23-24 )

第 23 週：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
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以賽亞書 9:6 )

第 24 週：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必有童女
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 (馬太福音 1:22-23)

16/12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鄭貴基弟兄（Amen 一族組）
‧ 感謝主！今年聖誕可以洗禮歸入基督名下。求主賜下一顆清潔的心，
把舊我棄掉。
‧ 求主賜下健康的身體和良好的精神況態。
‧ 最近發現頸部淋巴有硬塊，求主醫治。
17/12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羅氏家庭（長沙灣基道堂，創啟地區）
‧ 獎的背脊出現腫瘤，已經動了手術切除，感謝主。
‧ 鳳的骨頭疏鬆，需要做物理治療，求主剛強。
‧ 寧仍在泰國難民營工作，但前景可能有些變動，求主引導。
‧ 鳳在英國的妹妹，需照顧患了末期癌症的家婆，求主賜她晚年有恩典
及賜妹妹有精神體力。
‧ 一位德國同工 E 姐妹的媽媽突然離世，他已趕回家作善後，求主安慰。
‧ 恩澤同工標叔年底離開公司，求主引導。

每日一禱： 親愛的主耶穌，感謝祢愛我們，甚至願意降世為人，被釘死
在十字架上，使我們因著信，就可以得救。祢又賜我們有神
兒女的名份，得享永生！求主激勵我們，特別在這段記念祢
降生的日子，傳揚這福音，使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求，誠心所願！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本週代禱事項
‧ 兒童區於是主日下午 1:00-3:00 在柴灣宏德居足球場正式開展每月一次的
「足球小精兵」兒童足球事工，求主讓孩子能透過足球認識及加深他們的
基督信仰，並從中學習彼此建立及扶持。
‧ 為接受洗禮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保守他們的身心靈，堅固他們對主的信
心，在人生的路上委身基督，生命不斷更新！
‧ 求主加力給未能返教會崇拜的長者：鄭漢珍、葉詠勤、李淑、鄧英、林亞
帶、陳賽英、羅永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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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交換禮物

（第４９期）
廖愛霖

每年到了 12 月，在公司、學校或團契活動，相信定必會有慶祝聖誕節的
活動，當中可能包括大食會、抽獎、遊戲或交換禮物的環節。誠然，在節日裡
透過送禮物來向家人朋友表達心意，是最窩心的關愛具體行動。然而，在聖
誕節裡不論你是買禮物或送禮物的人，我們都需要被提醒耶穌基督的誕生是
神給世人一件最大的禮物。在你已過了 N 年的聖誕節裡，今年可有考慮與耶
穌來一個「交換禮物」呢？
因為，父上帝也先為我們作出一個「交換」的行動！父上帝親自將祂愛
子耶穌基督「交」出，成為人的樣式，願意以祂無罪的生命來「換」取我們有
罪的生命；耶穌基督的降生，也是甘願「交」出自己天上尊貴的身份，「換」
來的是祂降生在卑賤貧窮的馬槽中；耶穌基督的捨身，是祂順服父神的旨意，
「交」出自己的生命後，
「換」來是受門徒的出賣、兵丁的戲弄和被釘死。(腓
2:6-8)
誠然，筆者提到的「交換禮物」是指到 「我」- 每一個基督徒，都要向
神「交」出一個悔改的心思意念；可以向「神」祈求「換」取新的意念、心態
或行動，來討耶穌的喜悅。當你願意實踐的時候，你的行動和轉變就會成為
一份送給耶穌的生日禮物。筆者想到可以與耶穌「交換」的可以有很多，包
括：
交出嫉妒、與人比較的心態；換取欣賞別人、欣賞自己。
交出焦慮、憂愁的心情；換取感恩、喜樂的心。
交出憤怒、埋怨的情緒；換取寬恕、愛心。
交出內心的黑暗面；換取神的恩光照明。
交出冷漠、懼怕的心；換取熱情、勇敢和傳福音的心。
踏入 12 月，筆者就已經開始與耶穌交換禮物，交出了忽略的心；換取積
極的行動。袋中必備福音刊物，與未認識耶穌的人攀談時，定派發中信、鼓勵
返教會或分享信仰等。這些都是以往會作的，然而，今年的意向和立志要更
積極向人傳福音。
今天我們已經從耶穌裡收取了很多恩典的禮物，盼望在聖誕節前，你可
與耶穌來個「交換禮物」
，得著神的喜悅和生命的改變﹗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