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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你願意接受挑戰嗎？

（第３５期）
陳偉文

蘋果電腦公司的創辦人喬布斯(Steve Jobs)，有一次要聘請當時還在百
事公司擔任總裁的斯卡利(John Sculley)，但這位百事公司的總裁很快就拒
絕喬布斯的邀請，但喬布斯不但沒有接受他的答案，反而向他發出挑戰：
「你想一生賣糖水？還是想與我一起去改變世界？」那時，他知道如果他
放棄，一生都會反問自己到底錯過了甚麼，於是他就改變了他的想法！
『耶穌站在革尼撒勒湖邊，眾人擁擠他，要聽神的道。他見有兩隻船
灣在湖邊，打魚的人卻離開船洗網去了。有一隻船是西門的，耶穌就上去，
請他把船撐開，稍微離岸，就坐下，從船上教訓眾人。講完了，對西門說：
「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西門說：
「夫子，我們整夜勞力，並沒
有打着甚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
』路 5:1-5
路加福音記載耶穌第一次在革尼撒勒湖邊出現，眾人擁擠他，要聽神
的道。耶穌看見有兩隻船泊在湖邊，就選上了西門的船。那天，最大的收
穫，不是西門其後網了許多的魚，而是西門接受耶穌的挑戰：
「不要怕！從
今以後，你要得人了。」西門與他的同伴就把兩隻船攏了岸，就撇下所有
的，跟從了耶穌。
那天，西門與他的同伴作出了特別的委身，就是撇下所有的，跟從了
耶穌。他們放棄了熟悉的工作和安舒的生活去跟隨耶穌。耶穌在尋找願意
跟隨他的人，他們要甘心樂意地放棄一切，並為耶穌去完成人生最大的任
務和使命─使人作主的門徒。
從耶穌呼召的第一批門徒，我們看見他們只是一群普通又平凡的漁夫，
而非受過嚴謹訓練的有識之士，更非具有才能的專業人士。但耶穌卻呼召
他們來跟從他，並將傳揚天國福音的使命交託給他們，只要他們願意接受
耶穌的挑戰。
今天，我們各人都有不同的恩賜、心志、能力、性格與經驗，只要我
們願意接受神的挑戰，跟從他，神就會使用我們！我們想一生洗網、打魚，
忙著自己的事？還是想與耶穌一起去改變世界，有份參與天國福音的使
命？
___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願景：信徒在每一代以生命見證 活出基督的樣式 轉化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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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是主日發邀請信給 2018 年度堂委選舉候選人，請肢體在神面前慎重
禱告並於 10/9(主日)或以前遞交回條以示是否接受邀請。
2. 8 月份堂會通過於 27/8 及 3/9 兩個主日為「澳門聖經學院」風災後維
修工程籌募。如有感動奉獻的肢體，請用教會捐封註明「澳門聖經學
院」
。
3. 「2018 全年好日曆」於是主日截止訂購，敬請留意。
(早堂-侯俊鵬姊妹、中堂-甄美娟姊妹、午堂-韋碧雲姊妹)
4.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43 位；兒童 41 位。
5. 上主日共收獻金$173,609.90。本月至今獻金共 $492,030.50。若肢體在
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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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牧區簡介會
日期 ：9 月 2 日(六)
時間 ：下午 5:00 至 6:00
地點 ：柴房 (青年廣場 325-328 室)
內容 ：牧區簡介，介紹牧區活動、崇拜及小組聚會等資訊
對象 ：升小六、升中一及升中二學生之家長
查詢 ：致電 3171 2274 聯絡宣教師葉永傑先生

2018 年度柴灣堂堂委選舉專欄
以下名單中的弟兄姊妹（排名不分先後）
，跟據柴灣堂典章，經提
名小組（署理主任牧師及兩位現任堂委）提名，為合資格的堂委候選
人，需於 10/9/2017 或以前回覆是否願意接受提名。
請弟兄姊妹為他們的事奉路向及心志祈禱。
黃南波弟兄 黃志芬姊妹 郭碧鳳姊妹 林志強弟兄 伍寶秀姊妹
麥雯卿姊妹 姚順彩姊妹 勞惠卿姊妹 陳志英弟兄 莫耀平弟兄
麥超祺弟兄 王彩娣姊妹 黃敏玲姊妹 黃嘉迪姊妹 區美蘭姊妹
曾美玲姊妹 譚燕瑞姊妹 葉娟雲姊妹 李慧蘭姊妹 歐 娟姊妹
梁錦明弟兄 葉明皓弟兄 陳玉芳姊妹 廖明禮弟兄 吳潤洪弟兄
陳幗徽姊妹 溫穎瑤姊妹 李兆倫弟兄 溫遠光弟兄 卓銘信姊妹
劉兆強弟兄 黃惠珍姊妹 鄭一龍弟兄 陳珮華姊妹 廖香城姊妹
曾偉明弟兄 陳智明弟兄 林佩齡姊妹 蔡靜雯姊妹 區嘉樂弟兄
馮潔玲姊妹 馮美寶姊妹 彭耀佳弟兄 梁遠光弟兄 侯蕙燕姊妹
蔡玉英姊妹 黎燕芳姊妹 蘇麗珍姊妹 黃敏兒姊妹 朱文正弟兄
黎 明弟兄 何碧彩姊妹 郭秀嫻姊妹 李慧萍姊妹 呂慧敏姊妹
吳文慧姊妹 王敏瑛姊妹 王淑恩姊妹 丘桂珍姊妹 阮偉山弟兄
曾月華姊妹 張玉英姊妹 叢錦英姊妹 李玉琴姊妹 陳梅枝姊妹
陳志強弟兄 梁健熙弟兄 李劍儀姊妹 林曉榮姊妹 劉永聰弟兄
姜貴來弟兄 丘玉珍姊妹 周志文弟兄 方意蘭姊妹 黃鳳翠姊妹
區振光弟兄 陳百花姊妹 方惠蓮姊妹 賴淑霞姊妹 黎燕芬姊妹
王健瑛姊妹 楊秀平姊妹 楊美儀姊妹 黃禮光弟兄 姚根英姊妹
何國良弟兄 陳嘉慧姊妹 鄭寶玉姊妹 趙錦蘭姊妹 劉秀英姊妹
李玉蓮姊妹 陳孟宣弟兄 張瀚懷弟兄 林顯基弟兄 劉耀泉弟兄
葉錦清弟兄 龍桂崧姊妹 吳文慇姊妹 黃揚芳姊妹 曾富超弟兄
林鳳儀姊妹 鄭劍強弟兄 阮賜業弟兄 張美華姊妹 張玉清姊妹
鄧淑雯姊妹 黃婉霞姊妹 何小屏姊妹 李沚珊姊妹 陳思穎姊妹
馮閑鳳姊妹 林子彭弟兄 吳凱詩姊妹 趙淑清姊妹 鍾艷霞姊妹
林慧玲姊妹 林旭艷姊妹 李曼玲姊妹 陸基恩弟兄 馮夏萍姊妹
高小慧姊妹 劉佩玉姊妹 韋碧雲姊妹 阮妙玲姊妹 鄭維珍姊妹
郭嘉裕姊妹 何家仁姊妹 顧 梅姊妹 黎海燕姊妹 羅日熹弟兄
周貴芳姊妹 劉家燕姊妹 李月英姊妹 余楚珍姊妹 何志聲弟兄
郭志華弟兄 王昌文弟兄 歐陽婉玲姊妹
                       
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典章第三章第二十三節──基本堂委資格
1. 兩年以上基本教友（即 2015 年 9 月前加入本堂）及年滿二十一歲（即
1996 年 9 月前出生）
；及
2. 經常參加本堂主日崇拜（全年必須出席三份之二以上）；及
3. 經常奉獻本堂月捐及其他捐項（過去一年內有六個月或以上有奉
獻）
。
其他提名
如有弟兄姊妹欲加入候選名單，可請五位或以上基本教友聯署提名。
請於是日內向陳偉文牧師遞交提名文件。
















































傳道部 – 差傳快訊
差傳 1 2 3
由 8 月 27 日 – 10 月 1 日柴灣堂將有四個差傳主日，分別邀請了不同的宣
教士分享差傳信息。目的是讓柴灣堂的肢體同心實踐主所託付的大使命。
今年差傳小組擬定了差傳月的主題，名為「差傳 123」，藉此推動各肢體認
識差傳三個層面的工作。根據美國加州富樂神學院世界宣教研究所的分析，
分為下列三種﹕
第一個層面：M1 -- 同文化的工作。(如華人對華人)
第二個層面：M2 -- 近文化的工作。(如華人對日人、韓人)
第三個層面：M3 -- 異文化的工作。(如華人對非洲人)
本年度教會更首辦「差傳之夜」，邀請了林永康宣教士分享跨文化工作的
甜、酸、苦、辣，另有見證、詩歌、國際美食、民族服飾剪影等，請大家
踴躍報名參加，一同體驗跨文化特色的差傳晚會﹗(報名 : 12 樓 E 單位牆
壁上)
日期：9 月 23 日(六)

時間：下午 6 時恭候，7 時入席

地點：東貿禮堂

插花工作坊
日期：9 月 30 日(六)
時間：晚上 6:00 至 8:00
地點：東貿 1-2 號房間
備註：請自備花剪、小刀、環保袋
收費：屆時收取 (約$100)
查詢：陳姚根英師母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每日代禱資料
27/8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為傳道部的工作禱告，求主使用我們在今年的福音崇拜與各種差傳佈道
的工作上見證基督！
28/8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周貴芳姊妹
‧ 求主幫助兒子黃子健、媳婦胡家欣有智慧與能力帶領在孟加拉整個婦女
剌繡工作發展。求主保守家人身、心、靈健康。

29/8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趙淑清姊妹
‧ 感謝神！賜我一家平安及健康。
‧ 求神保守兒子黃崇灝明年順利畢業。
‧ 姑仔的丈夫趙景賢最近確診患上淋巴癌，求神醫治，減輕他的痛苦及盡早
康復。
30/8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卓銘信姊妹
 女兒黎巧瑩身體比較虛弱，求主讓她身體經過調理後，能強健起來，並讓
她找到一份適合的工作。
 求主使丈夫、女兒及兒子願意重返教會，全家同心跟隨主。
31/8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叢錦英姊妹
 因脱牙關係，需由心臟醫生安排停服薄血藥及抽血，暫已安排 18/1/2018 入
院脱牙。求主保守記念現階段牙痛減少，並安排有愛心及專業的牙醫處理。
 求主帶領女兒王嘉雯入職合適的工作，願為代禱。
1/9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馮閑鳳姊妹
‧ 求主保守自己和女兒黃蕊芯每天都平安喜樂及有健康的身體。
‧ 自己非常怕熱，經常大汗淋漓。求主保守可輕鬆渡過夏季！
2/9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林國標家庭 (灣仔堂，澳門)
‧ 為我們一家在今次風暴中有平安感恩。
‧ 澳聖在廠商會大廈的校舍雖受破壞，但比起其他家居及寫字樓的受損程
度仍只是鳳毛麟角，而美利閣宿舍則未受破壞，感謝神的保守。
‧ 澳聖的業主願意承擔大部分維修玻璃窗門損壞的費用，並計劃更換全層
的玻璃窗，其餘的維修費則由學院承擔，記念請人維修和重建的工程，
求主預備經費。
‧ 請記念災後澳門善後執拾和重建的工作，求主賜智慧給有關當局能盡快
進行，特別水電設施，讓市民能重建家園及生活。
‧ 氣象局預計本周有另一熱帶風暴吹襲，路徑仿似「天鴿」，求主幫助我
們居民，能再承受另一個風暴的吹襲。
‧ 求主提醒於安逸的信徒能警醒禱告，好好預備生命，為主所用。
「差傳主日」主題經文：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
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使徒行傳 1:8）

本週代禱事項
‧ 3/9(下主日)開始，教會的崇拜時間將會有更新，求主祝福這樣的改變能夠

幫助弟兄姊妹更能夠投入敬拜，並能夠讓弟兄姊妹有空間彼此關心，互相
代禱！
‧ 2/9(六)有青少年牧區簡介會，求主祝福由兒童區到青少年區能有順利的銜
接，兒童升到青少年牧區能夠繼續參與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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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貿
培元
幼兒園
柴房

主任牧師
：董美琴牧師（安息年 4/2017-3/2018）
署理主任牧師：陳偉文牧師（4/2017-3/2018）
牧師
：林志文牧師
宣教師
：葉永傑先生、梁鳳芯姑娘
廖愛霖姑娘、麥浩倫先生
事工幹事
：陳天喜弟兄 （聖樂及青少年）
事工幹事
：陸秀嫻姊妹*（祈禱及兒童）
事工幹事
︰蕭秀珍姊妹*（幼兒園及兒童）
事工幹事
︰郭珮珊姊妹*（兒童）
*為半職同工

行政秘書：林慧儀姊妹
行政幹事：張玉葉姊妹
幹事
：李恆瑜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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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