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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飲食食話愛筵

廖愛霖

教會過去十多年一直都有舉行迎新愛筵，目的是凝聚參加教會聚會的
新來賓，透過一齊吃飯可以增加彼此認識、交流和分享。然而，愛筵真正
的目的並不在於吃喝，而是在於分享主愛，是出於對上帝的愛所發起的筵
席。就如早期教會的信徒們，他們一起在家中讚美神、用飯和禱告。(徒 2:4647) 藉著一起用生命和愛在主內相交，強化肢體相通的團契關係，故被稱
為「愛筵」
。
無論在東西文化中，也能透過一起享用食物，締造機會給大家交流分
享。就連主耶穌來到地上，祂也極為看重飲食，祂傳道的策略也與食物有
關。單以路加福音就記錄了很多耶穌與人一起吃喝的事件，不僅是耶穌傳
道的策略，也是祂訓練門徒的機會。 (路第 5; 7; 9; 10; 19; 22; 24 章)。
不論你在愛筵中是籌備者或是參與者，大家也可以效法耶穌在利未家中與
稅吏和罪人吃飯的事件，作出具體行動的回應。
1. 透過聚餐，彰顯恩典：神救贖的恩典完全顛覆了當時稅吏和罪人的身份，
耶穌參與這個筵席代表著祂對人全是接納、沒有排斥；只有歡迎、沒有
拒絕。今天神救贖的恩典先臨到每一個成為祂兒女的人身上，當有新來
賓或慕道者參加愛筵時，正代表著他們願意進入神的家。我們透過聚餐，
如何歡迎別人，反映神對我們的歡迎和接納。是彰顯恩典、感受恩典的
記號。
2. 透過聚餐，制定群體：愛筵可以讓新知舊雨一同進餐，重塑教會群體的
身份，真實地與人同坐一桌建立關係，展現出柴灣堂其中一個核心價值
– 相親相愛。用餐時彼此服事，放下身段，無分彼此，正是我們在神家
裡樂意接待人的樣式。
3. 透過聚餐，履行宣教：耶穌呼召利未跟隨祂後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大排
筵席地慶祝，他將耶穌介紹給其他稅吏認識。今天不論是在教會的迎新
愛筵或其他愛筵活動，或是個人性的聚餐，或到家中聚餐等等也可以學
習歡迎別人、服事別人、與別人建立關係，又可以傳福音，分享神在你
身上的作為，這也是在生活中履行宣教的方式。
食物實在是一個強大連繫人的工具，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8 月 13 日的
愛筵，一同透過聚餐，展現以上三個行動的回應。期待你的參與！
備註：筆者參考了「與耶穌飲飲食食 – 論餐桌前的恩典、群體和宣教」一書。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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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揭示靈界存在的證據」專題講座於是主日下午 2:30 在東貿禮堂舉行。請
已報名的弟兄姊妹準時出席。
2. 是主日因培元幼稚園維修，寶寶崇拜改在柴灣堂幼兒園唱遊室進行，上午
11:30 請家長在門外等候，接回子女。
3.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34 位；青少年 37 位；兒童 48 位。
4. 上主日共收獻金$198,582.80。7 月份共收獻金$643,815.70。若肢體在兩週
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迎新愛筵 …. 我們歡迎你﹗
日期：8 月 13 日（下主日） ／
時間：下午 1:30 至 3:00
地點：柴灣堂幼兒園
對象：2016-2017 年度參加教會聚會的新來賓及是年度的洗禮者
目的：鼓勵大家彼此認識，建立愛神、愛人和愛教會的生活
內容：飲飲食食、Fun Fun 樂趣、見證分享等
備註：凡參加愛筵的朋友及弟兄姊妹，請自備餐具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訂購 2018 全年好日曆
用全年好日曆，讓上帝每天對你說話！為你的家人及朋友選擇一個全年好日
曆，讓他們每天起來，就能讀到不同的聖經金句和關懷信息，讓他們從迷信
的風氣得釋放！這是何等美好！
2018 日曆
尺寸
定價
特價
大字版
17.5cm (闊) x 24cm (長)
$45
$36
截止日期︰8 月 27 日（主日） ／
備註：請自備輔幣
訂購︰早堂-歐娟姊妹、中堂-鍾艷霞姊妹、午堂-曾潔梅姊妹

會外聚會
「如何協助 SEN 學童融合的課堂管理」研習坊
日期 ： 8 月 20 日（日）
／
時間：下午 2:15 至 5:00
地點 ： 東貿禮堂
對象 ： 歡迎教牧同工、兒童團契及主日學老師、幼稚園及小學老師，以及
家長們
內容 ： 分兩部分 -- 第一部分一小時講座
第二部分為研習坊（五選二），每個五十分鐘
1. 如何讓孩子專注聽故事
2. 如何搭建唱詩與律動能力
3. 增進孩子在活動框架內守規距
4. 如何運用小組指令增進參照能力
5. 透過以動制靜的遊戲教學
備註 ： 自由奉獻（建議每人＄100）
。奉獻全數撥給國際活泉基金有限公司，
作資助低收入家庭與青活全人發展（SEN 學童及青少年）項目
報名 ：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香港福音盛會 2017 義工招募大行動-陪談員
佈道會日期：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四日七場）
地點
： 香港大球場
職務
： 負責前期推動領人赴會，並在佈道會決志時間內向初信者
講解信仰及留下基本資料，以便大會安排轉介工作。
基本條件 ： 已受洗/浸之基督徒，並需由教會牧者推薦。各陪談員必須
出席祈禱暨動員大會及香港福音盛會 2017–奉獻禮，並請
盡量出席各場佈道大會。各陪談員必須出席一次「三合一
培訓」班。
課程簡介 ： 大會盼望推動全港基督徒接受裝備，名為「三合一培」
，意
即包括「領人歸主、陪談栽培、轉介跟進」三方面結合的
培訓課程。
報名
：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截止報名 ： 8 月 20 日（主日）
2017 年「三合一培訓」課程
3/9 (主日)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下午 2:30 – 5:00
(九龍又一村達之路 12 號)
10/9 (主日)
下午 2:30 – 5:00

荃灣浸信會
(新界青山公路荃灣段 99-113 號)

16/9 (六)
上午 9:30 – 12:00

播道會港福堂
(香港金鐘夏慤道 16 號遠東金融中心 1 樓)

17/9 (主日)
下午 2:30 – 5:00

深水埗浸信會
(九龍長沙灣廣利道 4 號)

每日代禱資料
6/8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為柴房的工作禱告，求主幫助同工如何接觸在柴房出現的青少年，讓他們
經歷信仰的能力！
7/8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張美華姊妹
‧ 感謝神！家人身體健康。
‧ 最近流感盛行，求主保守教會弟兄姊妹都身體健康。
8/8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張珍玉姊妹
‧ 為母親彭月琴禱告，求主賜給她有喜樂及平安的心，也求主保守她身體健
康。
9/8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鄭禮謙姊妹
‧ 為未信主的家人祈禱，求神讓他們能早日接受福音。
‧ 為經常喜樂組每個組員的靈命禱告，求神幫助他們能夠成長。
‧ 求神祝福兒子姚漫天，讓他在新學期的學習盡力而為禱告。
10/8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鄭寶玉姊妹
‧ 感謝主賜健康的身體！
11/8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朱愛芬姊妹
‧ 為女兒余靜怡在新的學期能夠適應及學習順利禱告。
‧ 感謝主！讓我們一家都有健康的身體。
‧ 為兒子余耀霖能夠專心學習禱告。
‧ 求主保守自己能工作順利。
12/8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蔡明康夫婦（宣道會宣愛堂，日本）
‧ 17/8 將會接受日本駕駛執照的筆試及路試，求主引領保守考試的過程順
利。
‧ 最近的身體檢查中驗出 Larry 的脂肪含量指數偏高，求主保守醫治。
‧ 為未信主的家人禱告，求主讓家人能經歷神的真實與平安，並能早日信主。
「活出人生使命」主題經文：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
備叫我們行的。
（以弗所書 2:10）

本週代禱事項
 經執事會、堂會討論及諮詢會友後，3/9(日)是主日崇拜時間更新的開始，求
主幫助弟兄姊妹在其中的適應，也幫助教會在這個改變的過程中，能加強肢
體之間的相親相愛及禱告關顧！
 7-12/8(一至六)兒童區小導師訓練計劃有 9 位小朋友參加，求神使用讓他們從
小學習事奉神；也祝福週五到聖雅各老人中心及週六到柴灣堂幼兒園的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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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上午 10:00 至 11:15
主日：上午 10:00 至 11:30
主日：上午 10:00 至 12:00
主日：上午 10:30 至 11:30（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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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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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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聚會時間
早堂：上午 8:30-9:45
中堂：上午 10:00-11:15
午堂：上午 11:30-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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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