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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or Experiences「經驗」

（第３３期）
梁鳳芯

活出生命特質 SHAPE 的 E 是「經驗」(Experiences)，意思是我們需要
了解自己的經驗，好讓上帝使用我們的經驗來彰顯祂的榮耀。
首先，我們過去經歷的每一個經驗，都是有其目的。「我們曉得萬事都
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 8:28) 上帝
願意使用我們所有的經驗，包括美好及痛苦的經驗，以彰顯祂的榮耀。在約
瑟的經歷裡(創 37-50 章)，他先被兄長所出賣作奴隸，然後更被監禁，但是
他後來卻成為埃及裡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最後在第 50 章，他卻拯
救了以色列全族數以萬計的性命。縱使他在看似不幸的經歷裡，他從沒忘記
神掌管一切的事實，更說：「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
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創 50:20) 我們需要深信，
上帝以愛塑造我們的生命，使我們成為傑作，祂使用我們的每個不同的經驗，
令這個傑作更加完美。
因此，我們需要思想：在我人生的不同經驗中，究竟是如何組成這個
「我」的特質呢？究竟是如何塑造今天的「我」呢？或許是透過童年時的每
個快樂和悲傷、或許是藉著青少年期的痛苦和興奮、甚或是經過成年期的掙
扎和成就等，這一切的經驗，都是塑造今天的「我」。而這些人生中的經驗，
絕對是獨特的、是第一身的經歷。這個獨特的經驗，是沒有其他人、事、物
可以取代。我們可以藉著自己第一身的經驗，來榮耀上帝，正如人在痛苦中
更具有能明白別人的同理心一樣，透過使用這些經驗來與人同行、幫助別人，
並對家庭、社會、世界和教會，有一份獨特的貢獻。
每個人生的經歷，是天父給我們獨特和獨有的經驗，這經歷能造就人
的生命，叫人的生活更豐富、更豐盛。因此，別讓經歷白白的溜走，要讓經
歷轉化成人生的祝福。
大家，還記得 30/7 姚順彩姊妹的見證嗎？相信大家當日在聽時，都津
津樂道，心裡也被感動和激勵！
人生的經歷是上帝祝福我們生命的一個渠道，何不就勇敢地拿出每個
獨特的經驗，轉化成為生命裡的重要意義，並讓上帝使用，以致帶來造就和
祝福呢？因此鼓勵你，細心思想每個經歷中，上帝給你的生命特質和意義，
轉化成為令人得福氣的幫助，並好好的獻上，發揮我們所有的經歷來愛神、
愛人吧！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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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因培元維修工程有延誤，不能借出幼稚園，故是主日寶寶崇拜需在柴灣堂
幼兒園唱遊室進行。請家長於上午 11:30 在門外等候，接回子女。
2. 「迎新愛筵」於是主日下午 1:30 在柴灣堂幼兒園舉行。請已報名的弟兄
姊妹自備餐具準時出席。
3. 教會祈禱會於 17/8(四)下午 1:00 及 18/8(五)晚上 8:00 舉行。鼓勵弟兄姊妹
同心禱告！
4. 「植堂、教會祈禱會」於 20/8(下主日)下午 1:00 在東貿禮堂舉行，懇請弟
兄姊妹出席參與。
5. 8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4/8(四)晚上 7:30 在東貿召開，敬請各堂委留意。
6. 「香港福音盛會 2017 義工招募-陪談員」於 20/8(下主日) 截止報名，請弟
兄姊妹於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參加。
7. 「2018 全年好日曆」接受訂購，歡迎弟兄姊妹購買。
(早堂-趙閏妹姊妹、中堂-林麗娟姊妹、午堂-李曼玲姊妹)
8.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21 位；青少年 21 位；兒童 56 位。
9. 上主日共收獻金$219,672.30。若肢體在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
姊妹查詢。
10. 林志文牧師及同工郭珮珊姊妹於 13/8(是主日)仍在國內交流。同工李恆瑜
姊妹於 15-16/8 放假。
主日崇拜時間更新：九月三日開始
願景：加強弟兄姊妹相親相愛，為他們禱告服事，最終帶來教會生命健康成
長！
早堂：上午 8:30 – 9:45
中堂：上午 10:15 – 11:30
午堂：中午 12:00 – 1:15
其他聚會協調 : 上午 10:15 搖籃班、長青組
上午 11:45 主日學(福音班、洗禮班等) 、婦女組
中午 12:00 夫婦組
下午 13:30 植堂、教會祈禱會
傳道部 – 差傳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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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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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惡劣時教會聚會安排
‧ 1 / 3 號颱風 / 黃色暴雨 － 所有聚會正常。
‧ 紅色暴雨 － 小學生聚會取消。
‧ 8 號颱風 / 黑色暴雨 － 成人主日崇拜仍會舉行，兒童崇拜、青少年
崇拜及其他聚會（如小組、主日學、會議、活動等）則取消。
‧ 若其他上述聚會前兩小時，8 號颱風及黑色暴雨訊號除下，聚會將會
如常進行。
‧ 原定被安排負責當日崇拜事奉崗位的弟兄姊妹，若情況惡劣不宜出席，
可致電通知同工另作安排。
‧ 9 / 10 號颱風 － 本堂一切聚會取消。
‧ 任何天氣情況下，請弟兄姊妹以自身安全為首要考慮條件，參考天文
台及政府有關部門發出之各項警告訊號，留意實際交通情況，自行決
定是否適宜參加教會聚會。
青少年更應先得家長同意。
‧
‧
‧
‧

天氣惡劣時辦公室工作時間安排
1 / 3 號颱風 / 黃色/紅色暴雨 － 照常辦公。
8-10 號颱風 / 黑色暴雨 － 暫停辦公。
若上午 9:00、下午 2:00、晚上 6:00 前除下惡劣天氣警告訊號，則於 1
個半小時內恢復該節工作。
若在時限後除下，則該節工作暫停。

每日代禱資料
13/8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為聖樂部的工作禱告，求主幫助有更多新人加入詩班、敬拜小組、領唱、
司琴等職事，同心建立敬拜的祭壇；也求主幫助現有的聖樂事奉人員，有
心有力以歌聲樂器來事奉神！
14/8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原佩珍姊妹
‧ 感謝神！賜自己及家人一切安好，也可定期參與崇拜和小組。
15/8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張琼英姊妹
‧ 因為腰骨痛和血壓高，常要去看醫生，求神賜恩加力！
16/8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鄭曉玲姊妹
‧ 感謝主！讓我們一家人都有健康的身體。
‧ 為女兒莊雅婷在升上中五後，能夠學習順利，而且也能有智慧處理壓力。
‧ 求神加能賜力給兒子莊嘉勝，讓他對讀書有自發性，又能夠專心學習。
17/8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莊志芬姊妹
‧ 新學期開始，求神賜老師及嬸嬸們可以有健康身體做好每天的工作。
‧ 求神使每位小朋友都有健康及平安。
‧ 為未信的家人祈禱，願神感動他們早日接受救恩。
‧ 求神賜教牧同工有心有力去牧養弟兄姊妹。
18/8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趙閏妹姊妹
‧ 感謝神！一家人生活滿有平安和喜樂。
‧ 願神帶領未信主的家人，早日信靠祂。

19/8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米露家庭（油麻地基道堂，東南亞城）
‧ 阿米在 7 月份工場服事時，有一位同工告知他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話說在
緬甸一個少數民族(名字不便公開)半年前從我們工場圖書館獲得了一本已
被遺忘多年的馬可福音，這書是一位宣教士在 50 多年前翻譯成他們民族
的語言，被我們同工在圖書館發現並將複印本送往他們當中。因為這福音
書是他們民族第一本書，族人信徒及教會對這個發現十分雀躍，並立即在
崇拜中誦讀。雖然他們的教會人數很少，只有一位傳道，但這個發現很鼓
舞他們，因為由此知道神並沒有忘記他們。請為這少數民族教會的成長，
及以後有更多聖經書卷可讀祈禱。
‧ 差會香港辦事處已成立了 30 年，很感恩我們事工的發展已踏進了新的里
程碑，昔日在偏遠工場事奉的羅兆泉牧師，在完成翻譯聖經使命後，回流
香港成為我們現今的差會總幹事，另外從工場回來的何偉民牧師也在董事
會服事了多年。請為我們感謝神，祂帶領我們在新時代有經驗豐富的宣教
士領導我們差會，願主繼續加力，讓更多少數民族更快得到他們語言的聖
經。
‧ 孩子們在放暑假，請為他們有一個美好又有意義的假期祈禱。也為阿露在
差會辦工室的事奉及家庭需要兩方面事奉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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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過去一個月的暑期活動，包括青少年區的生活營、教會的訪宣隊，
及福音崇拜等，都看見神施恩的手在其中保守帶領！求主祝福我們所作
的，叫生命在其中繼續成長！
 求主保守今天仍在國內的同工及弟兄姊妹，使用他們的服事及見證，保守
他們平安歸來！
 17/8(四)兒童區有二十多人(參加者及導師)參觀立法會教育導賞團，求神
保守我們一切順利並透過參觀使孩子們開寬眼界和增廣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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