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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日
生命特質之「個性」

（第３４期）
陳幗徽

我們都是上帝所創造的傑作，是獨一無二，各自擁有自己的獨特性，個
性是上帝給我們的禮物，透過上帝賜給我們的獨特個性我們能更有效地展現
祂所賜的恩賜、熱忱和才能。
我們必須接受上帝賜給我們的個性，因為它反映出我們的生命特質，上
帝會使用不同個性的人為祂工作，耶穌的 12 個門徒也各有不同的個性，教
會同樣需要各種不同個性的人來平衡事工的發展，使事工更多姿多彩，「正
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我們這許多人，
在基督裡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羅馬書 12:4-5)。讓上帝
幫助你明白自己的個性，使你可以善用自己的生命，將榮耀歸與神。
透過認識「你如何與別人交往」及「你如何回應機會」，我們會更明白
上帝所賜給我們的獨特個性，無論你是甚麼類型的人，(外向型或內向型、自
我表現型或自我約束型、合作型還是競爭型…) 你和我都是為了上帝的國度
而造，當中並沒有正確或錯誤的性格特徵，只要活出真我，活出上帝塑造我
成為的樣式，上帝便得著榮耀，相反地如果你的事奉崗位不符合上帝為你的
設計，你就很難達成你的「天國目標」
，若勉强效法那些不符合我們生活特質
的性格和模式，就會弄巧反拙，與上帝對我們的期望背道而馳，上帝希望我
們能了解自己的特質，若我們接受祂所賜那與眾不同的個性，並按照祂的旨
意去行，這就是敬畏上帝。
上帝對你的獨特設計讓你能夠用生命去完成你獨特的「天國目標」，為
了榮耀上帝，你會否嘗試抓住上帝已經給你的事奉機會？甚願大家一同努力
去完成我們的「天國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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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堂、教會祈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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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協助 SEN 學童融合的課堂管理」研習坊於是主日下午 2:15 在東
貿禮堂舉行。請已報名的弟兄姊妹準時出席。
3. 「香港福音盛會 2017 義工招募-陪談員」於是主日截止報名，請弟兄姊
妹於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參加。
4. 「2018 全年好日曆」接受訂購，歡迎弟兄姊妹購買。
(早堂-郭金玲姊妹、中堂-陳秀梅姊妹、午堂-王淑恩姊妹)
5. 8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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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07 位；青少年 35 位；兒童 60 位。
7. 上主日共收獻金$98,748.30。本月至今獻金共 $318,420.60。若肢體在兩週
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8. 同工陸秀嫻姊妹於 2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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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代禱資料
20/8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為培育部的工作禱告，求主幫助老師的教導，賜他們智慧悟性幫助每一
位學習的弟兄姊妹生命更新成長，活出基督的樣式！
21/8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鍾艷霞姊妹
‧ 兒子陳樂聰將升中四，求神賜他信心和勇氣在學業上依靠神，專心讀書。
‧ 求神祝福小組組員身體健康，進深認識神。
22/8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鍾婉蘭姊妹
‧ 感恩自己和家人身體健康，求神繼續保守母親(莫雅頌)有健康的身體。
23/8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鍾淑賢姊妹
‧ 求神醫治肩膊痛，祝福各人身體健康。
24/8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趙錦蘭姊妹
‧ 自己的身體毛病多了，求主加力活好每一天。
‧ 求天父讓未信主的家人，可以早日認識主。
‧ 求主保守小組身體軟弱的姊妹，賜下平安喜樂。
25/8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陳美蓮姊妹
‧ 為世界和平禱告。
26/8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李偉良家庭（沙田堂，泰國）
‧ 禱告國內老師得著新的心跳，小組成員在服事中漸漸成熟，更多愛，更少
自我。
‧ 禱告新學年開始，中學、大學信徒成長，帶領更多朋友與同學歸主。
‧ 為 Gain 與芳妹全職投入 Campus Messenger 禱告，她倆每月分別要籌港
幣$3500 的生活費，現仍有不足。如有意參予她們的事奉，請把奉獻寄往
香港中國信徒佈道會，註明「泰南事工」即可。
‧ 感謝神有弟兄看見我們的需要，奉獻了一部新車給我們，我們不需再為維
修舊車而煩惱。
‧ 求主引領建立基督教中學的步伐，讓更多的人領受此異象，同心來建造。
‧ 禱告珵與蘅在暑假能經歷神，委身與主。為他們下學年的校園生活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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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碧珍姊妹已經出院回家休息，並安排 12/10(四)在東區醫院做胆
手術，求主保守在手術前沒有大痛，平安等待做手術！
為譚艷琴姊妹的身體祈禱，她仍有抽筋，求主憐憫；更為她回家後，要繼
續使用胃喉進食的適應禱告，求主幫助家人及工人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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