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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你願意參與宣教嗎？

（第３９期）
麥浩倫

差傳月已過了大半，不知道你對於差傳、宣教的認識會否加深了一
點？
「宣教」對於很多信徒來說，都是矛盾般存在，既熟識又陌生。普
遍信徒都可能聽過「宣教」
，但對於參與「宣教」卻又是另一回事。試想
像，今天有人問你：
「你願意參與宣教嗎？」你會否有下列的回應：





少年人：「我年紀尚小，能力不足，宣教離我很遠。」
青年人：
「我經驗不足、經濟能力不穩，神學根基薄弱，怎能參與宣教？」
成年人：
「我有穩定工作，也有家庭要照顧，太多顧慮，遲些再想吧！」
老年人：「我已年老，身體狀況不好，沒有多餘氣力參與宣教。」

「參與宣教」經常被人誤解或等同於要成為宣教士，需要有高尚的
犧牲精神，放下一切、擺上生命到異地傳福音。但我實在地告訴你們，
無論你們是否情願，你們已在宣教上有份。參與宣教並不單是宣教士的
事，而是整個教會，甚至所有基督徒的事。聖經清楚記載耶穌向門徒頒
布了大使命：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
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 28:19-20）耶穌向跟隨他的人發出這命令，假若
你是跟隨他的人，你就是這命令的對象，你必須成為宣教的一員。因著
我們甘願跟隨耶穌的關係，我們已自然地成為宣教一員，我們必須履行
使命，參與在宣教事工當中，但我們可以怎樣參與宣教？
保羅多番在他的書信中表達他的宣教旅程並非獨行，背後存在著眾
多教會和弟兄姊妹的付出、支持與禱告，以致他能夠放膽、無後顧之憂
地到不同地方作宣講。所以，
「參與宣教」並不是宣教士專有的用詞，而
是同樣屬於在宣教士背後默默付出的弟兄姊妹所共有。
（為宣教士和宣教
工場的需要代禱、關心及奉獻支持宣教士的事工和生活所需、幫助宣教
士照顧在港的家人……）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在名義上已成為宣教的一員，接著則需要我
們以積極的行動作回應。盼望若有人再問「你願意參與宣教嗎？」屆時，
我們能夠有一番嶄新的回應。共勉之！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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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主日林志文牧師於前往基道堂(第三堂)證道；葉永傑先生前往基督教
潮人基列堂證道。
2. 是主日派發 2018 年度堂委選舉選票，請會友於 8/10(主日)或以前填妥
交回。
3. 9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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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澳門聖經學院」籌募共籌得款項$87,500。
5. 兒童區大喜樂導師及兒崇敬拜導師請往辦公室郭珮珊姊妹工作桌面取
回新一季 10-12 月份教材資料。
6.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96 位；兒童 60 位。
7. 上主日共收獻金$134,021.80。本月至今獻金共 $642,144.40。若肢體在兩
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8. 廖愛霖姑娘於 26-28/9 放假；梁鳳芯姑娘於 26-28/9 參加區會宣教師退
修會。

2017 洗禮班 (更新)
日期：10 月 1 日至 12 月 17 日(主日)
時間：中午 12:45 至 2:15
導師︰教牧同工、執事
地點︰柴灣青年廣場 3 樓 328 室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中東難民服事分享會
日期： 10 月 8 日(主日)
時間：下午 1:30 至 3:30
地點：柴灣堂幼兒園
內容： 廖錦綉姊妹分享中東短期難民服事體驗外，還邀請了國際視野(亞
洲) 同工，前來分享中東難民事工。場內設有中東飲食文化攤位，
歡迎弟兄姊妹報名參加。
報名 :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孩子「愛」自理
你知道嗎！
參加昂貴的足球訓練班，球星要為學生綁鞋帶。家長要求老師，在天氣冷
時，為他二年級的子女扣上衫鈕。我們的孩子在什麼年紀才會有照顧自己
的能力？
日期
時間

: 11月11、18日(六)
: 上午9:30至11:45

地點
講員
對象
名額
收費

:
:
:
:
:

截止報名
查詢
日期
11/11
18/11

東貿禮堂
李冠美姊妹
K1-K3家長
15個家庭，鼓勵夫婦一同參與
1) 每位$100，夫婦一同報名，只需付一人費用
2) 同一人完成兩堂，可獲親子書籍一本及退款$50
: 10月14日(六)
: 兒童區同工蕭秀珍
主題
內容
學習篇
1. 何謂自理能力？
2. 家長對孩子自理能力的估計
實戰與轉化篇
1. 兒童實戰
*必須帶同子女出席 2. 設計家庭練習與轉化行動

2017 聖樂事奉人員招募
「萬民哪，你們當稱頌我們的神，使人得聽讚美祂的聲音。」
聖樂部誠意邀請各位弟兄姊妹參與各聖樂事奉崗位：
敬拜組及詩班
- 基本資格：洗禮兩年及穩定出席崇拜（洗禮未足兩年者按情況由牧師批
核）
- 詳情可向吳文慧姊妹或葉娟雲姊妹查詢
司琴及司他或其他樂手
- 基本資格：已信主及穩定出席崇拜，願意以奏樂事奉神
- 詳情可向吳文慧姊妹查詢，若弟兄姊妹願意事奉但覺得技術上要再多加
操練，聖樂部可安排導師輔助

每日代禱資料
24/9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為教會的兒童工作禱告，求主幫助父母成為孩子屬靈的榜樣，一生信靠基
督！也求主幫助導師們在每個星期的教導中，讓聖經的真理引導他們的一
生；更求主感動有心志服事兒童的弟兄姊妹加入，栽培下一代！
25/9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李月英姊妹
‧ 求神教導自己如何禱告，放下固有的執著，能有耐心與家人彼此和睦。
‧ 感謝神賜喜樂和平安。
‧ 求神賜小組的姊妹與家人有健康的身體。
26/9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李月燦姊妹
‧ 讚美操驗證班開始，求神給智慧予自己處理好左右手協調問題，保守驗證
過程。並能在不同的讚美操平台，與未信的隊員分享讚美神的好處。
‧ 10 月和 11 月有機會在大球場跳讚美操，求神加給記性力，能順利完成，
榮耀主名。
‧ 生命之道課程再復課了，今次功課比上次難，要多花心機和時間做，求神
加能賜力。
‧ 逢星期三上的福音粵曲，雖要多練多聽多唱，求神幫助以粵曲讚美神。
‧ 求神保守工作順利。
27/9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李曼玲姊妹
 兒子因發現有膽石，於上星期四見了專科醫生，求神帶領日後的治療。
28/9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李玉芷姊妹
 為小兒子陳思俊升中五代禱，求主賜他有智慧去學習及分配溫習、玩樂、
休息的時間。
 感謝天父每天看顧保守家中四位老人家，並賜他們充滿喜樂的心。

29/9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李劍儀姊妹
‧ 感謝主！事奉喜樂，恩典滿載，繼續得力，為主作工。
‧ 兒子梓韜在美國車禍，頸部和脊骨受傷，漸已康復，仍需服藥及物理治療，
求主看顧。
‧ 工作及進修忙碌，求神保守身心靈健康，也得著智慧，各項事情安排妥善。
30/9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劉澤榮家庭（基道堂，烏干達）
‧ 求主引導，並賜下智慧和能力，現與東部 Bukedea 農村牧者及領袖商討如
何進一步改善醫療缺乏的情況，更重讓村民參與其中，攜手努力。
‧ 盧旺達現有一千多中國人，仍有華人的屬靈群體/查經班等。南蘇丹約有
千多名華人，有一查經班，但未有牧者/宣教士穩定牧養佈道。求主差派
更多長期或短期宣教士/牧者協助鄰國的福音工作。
‧ 記念天憫下年考 IB(大學試)，悅呈考 IGCSE(似會考)，開始有點緊張。旨
行就仍可愉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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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梁健熙弟兄於 26/9(二)進行切除左頸和右腋的淋巴結腫瘤手術，求主賜
平安與信心給他；讓醫生有智慧順利完成手術，並手術後身體康復理想。
張玉清、玉葉姊妹的父親張興先生定於 29/9(五)在紅磡萬國殯儀館 402 室
舉行守夜，並於 30/9(六)在歌連臣角進行火化，求主安慰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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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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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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11:30
午堂：中午 12: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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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