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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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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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堂
午堂

主席
黎錦鴻
陳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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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琴
傳薪撒拉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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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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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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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讚美

1. 全心敬拜
2. 創造地極的主
3. 因主的名

敬拜組

讚美祈禱

主席

讀經

馬太福音 14:13,22-23 (新約 20/21 頁)
馬可福音 1:29-35 (新約 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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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

「與神相逢在靈修」

葉萬壽先生

奉獻

微雨裡

會眾

奉獻祈禱
散會詩

主席
在花園裡

會眾

祝福

牧師

家事報告及
代禱

同工

家事報告
1. 蒙心自寬創辦人葉萬壽先生蒞臨證道，本堂謹此致謝。
2. 下主日 29/1(年初二)教會照常舉行三堂崇拜，兒童區搖籃班暫停一次、
寶寶崇拜改在柴灣堂幼兒園進行。
3. 肢體代禱相片於家事報告內播放，鼓勵大家遞交一張近期的個人、夫
婦或家庭合照，讓弟兄姊妹彼此有更多的認識。請將相片連同姓名電
郵給教會(cwc@ccccwc.org.hk)；若需同工協助拍照，請找張玉葉姊妹。
4.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09 位；兒童 48 位。
5. 上主日共收獻金$137,558.80，本月至今獻金共 $507,258.40。若肢體在
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6. 同工放假如下：董美琴牧師及陸秀嫻姊妹於 24-27/1。

價值觀重整
日期：2 月 12 日至 3 月 5 日(主日) 共 4 堂
時間︰上午 11:30 至 1:00
導師︰董美琴牧師
地點︰東貿 1-2 號房
課本：價值觀重整之旅
對象：新朋友、考慮洗禮
日期
課題
經文
你的價值觀與你
可 1:15,太 6:24,腓 3:8
12/2
脫離童年的捆鎖
士 11:1-11,29-33
19/2
我有價值嗎？
創 1:26-27
26/2
痛而不苦的人生
伯 1:1-5,13-19;2:7-9
5/3
報名：12 樓E單位牆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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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外消息
創世記：一切從約開始
由中國神學研究院主辦的生命之道查經，將於柴灣區舉行。鼓勵大家報
名參加，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日期：4 月 11 日至 6 月 13 日(二) 共 8 堂 (25/4 及 30/5 停課)
時間：晚上 7:45 至 9:35
地點：中華傳道會柴灣堂 (香港柴灣新廈街 323 號)
費用：全免
報名方法：報名表請在雜誌架上自取，填妥報名表後，交回辦公室同工
截止日期：第一階段：1 月 22 日(是主日) 區內教會
第二階段：2 月 14 日(二) 公開報名

第一天： 詩篇 8 篇全篇：驚訝神的創造與人的尊榮。感謝神透過特定的人，
向你傳揚神的愛與祂無間的臨在。記錄下你生命中的恩人，為這
份名單感恩。
第二天： 詩篇 104 篇：神透過大自然啟示自己，每天每樣東西都是恩典和
禮物，隨著詩人的讚歌，給神獻上感恩的心懷。回想某時某刻某
地，你親眼看過的日出日落或令人讚不絕口的大自然創造！
第三天： 創世記 1:26-2:9 默想神的創造，包括神如何創造亞當，我們的始
祖，還有一切的受造物。聆聽神發出宣告：一切都甚美好！細想
一切都甚美好，包括你！你懷有神的形像與素質！為你是神的創
造物而歡呼，雖然你可能處身複雜的人類環境中。
第四天： 默想羅馬書 8:15-25，留意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
何，等候得贖的日子。回想你一生中高峰與低谷，希望與失望，
高興與沮喪時刻。別忘記我們仍然等候那得贖的日子來臨。

與神相逢在靈修：神無間的創造
神不單在某個時刻創造，神天天都在創造。神那充滿生命力與更新的力
量，每天都在一切被造物中，盈盈地充滿與運行。在 Loyola 療養期間，依納
爵透過大自然與神相遇契合，在他的自傳中，曾如此記載：每天最安慰與快
悅的時刻，就是凝望天際與繁星，每天都花頗長時間作大自然默觀。
今週嘗試跟隨歷代的先賢先聖，細賞神無間的創造，祂的美善與慈悲心
懷，透過創造與眾生交流，你可以嘗試其中最少一天，留在戶外禱告，觀賞祂
創造的美麗，開放你的觀感（五官五感）去體驗創造之美。留心每樣大小的生
命之美。每天讀經與默想前，求上主開恩，讓你看見祂的手跡與創造。

第五天： 詩篇 33 篇，留意我們的心向來等候耶和華，我們的心必靠他歡
喜。留意自己如何等候耶和華，我們的心對耶和華有何渴望？因
為等候，我的心是否充滿歡喜？
第六天： 耶利米書 18:1-6 留意我們如泥在窯匠手中，過去我們如何被神
塑造？我跟神合作或抗拒？我今天生命那方面與神相似？
第七天： 回望整週的禱文，重溫一些你默想的驚喜，細心品嘗大自然的美
景，獻上你的感恩，你的人生歷程中，充滿神的創造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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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代禱資料
22/1

星期日

為世界代禱
‧ 美國的新總統已就任，求主幫助他能帶來真理和公義，使困苦的得釋
放、使絕望的得盼望！
23/1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阮賜業（大衛組）、鄧淑雯（神光彩虹組）夫婦
‧ 感謝主的保守，家中各人安好，生活愉快！
‧ 求主帶領未信主的兒媳早日接受福音。
24/1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阮偉山、何碧彩（神光彩虹組）夫婦
‧ 感謝神！過去、現在、將來的保守看顧。
‧ 求神引導夫婦二人的事奉方向。
‧ 求神保守夫婦二人身心靈健康，也赦免我們的軟弱，使我們有信心和
謙卑奔那擺在前頭的信心路程。
‧ 祈求神賜教會各弟兄姊妹身心靈健壯，竭力跟主腳蹤。
‧ 求神感動家中還未認識和信靠主的親人。
25/1

26/1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鄭鼎南弟兄
‧ 求神感動太太和自己一起參加夫婦小組。
27/1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陳秀梅姊妹（學神一族組）
‧ 為自己靈命成長禱告。
‧ 為兒子學業代禱，求主幫助成績有所進步。
‧ 求主幫助家人能早日信主，得享救贖。
28/1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葡萄藤夫婦（灣仔堂，創啟地區）
‧ 感謝神！兩星期前誕下兒子，求主保守，讓母子健壯，一家愉快。

52 週句句金
第 30 週：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
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
樣。
(以賽亞書 50:4)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葉錦清（大衛組）、黃揚芳（津遵樂道組）夫婦
‧ 為全家人感恩，求主保守兒子鈺淇早日信主。
‧ 願主祝福教會弟兄姊妹身體健康。

每日一禱： 親愛的天父，祢是可親可近的神，唯願我常在祢裡面，享受
與祢親密的關係並靠祢得力去活出生命見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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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求主祝福在新春的節日裡，家人和睦同居、社會守望相助、世界和平共存，
上帝的國和義臨在人間！
‧ 姚順彩姊妹已開始接受電療，求神賜她強壯的身體，使她能勝過這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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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鹽不鹹，光不照

（第４期）
林志文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馬太福音 5:13 上)
有一次做了一道菜－「黑啤燴牛肋條」
，拿回教會給大家品嚐。一位當廚
師的弟兄一嚐後，他第一說話是「很好味」
，第二句說話是「如果加少少鹽，
會更好味」
。鹽在菜餚方面很重要，只要少許就會令到味道不一樣。
「鹽」的化學名稱為「氯化鈉」
，是我們日常的食鹽。而主耶穌在登山寶
訓也用過來作比喻，當我們細心讀主耶穌的教訓時，會發現耶穌有一個假設
性的問題：
「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沒有鹹味的鹽，還是鹽嗎？或
者問世上存在著「沒有鹹味的鹽嗎」？以我有限的化學知識，把化學元素「氯」
或「鈉」拿走，這就不會再鹹了！但改變了它的本質，它就根本不再是鹽了。
以我估計，要保存鹽本身的化學狀態，又要使它不鹽，是不可能的。所以主耶
穌這裡的問題並不是「鹽」與「不鹽」，而是究竟是不是鹽？
而「作鹽作光」是教會常常提到的詞語。其實，主耶穌從來沒有說要我們
「作鹽作光」
，因為我們「就是鹽和光」
。意思是，如果我們一開始就不是「鹽」
，
就不會「鹹」
；一開始不是「光」
，就不會「照亮」
。怎樣的生命，就活出怎樣
的生活。是不能故意做出來的。因此，
「基督徒是鹽」是自然流露出來的味道；
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自然流露出來的生命。故此，世上只有是鹽和不是鹽兩
種，沒有「半鹽」的東西。正如陳韋安教授說，世上只有「是基督徒」和「不
是基督徒」
，沒有「半個基督徒」的東西（註）。啟示錄 3:15-16 這樣說：
「我
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你既如溫水，也不冷
也不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不冷也不熱的基督徒」
，正如「失
了味的鹽」
，是不會存在的。
「基督徒是鹽」重要的是，不是為自己而存在的。
一道「黑啤燴牛肋條」加入少許鹽，可以令整道菜味道不一樣。基督徒的存
在，是為了告訴世上的人耶穌基督的事，使世界不一樣。
「光」也是同樣道理，沒有光是不會照亮的。問題是放在那裡？耶穌基
督教導我們要把光放在人前，被人看見。當然被人看見的不只是自己，重要
的是主耶穌基督。
如何做到「鹽不鹹，光不照」？只有沒有被人品嚐的鹽是不鹹的，因不知
你存在；放在抽屜裡的光就不照亮。但這並不是主耶穌的教導。
註：出自建道神學院助理教授陳韋安的《神學是粉紅色的秋》一書。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