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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灣 堂 週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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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獨處

（第４６期）
區嘉樂

上星期外遊時再次到訪南韓的祈禱山。
猶記得上次上山時，最深刻的經歷是一輛可載五十多人的旅遊巴士濟
滿了人，還有十多人要屈坐在巴士的走廊上。要在巴士上屈坐一個多小時，
身體雖然辛苦，但環看同行的人都滿有喜樂的，因為上山是為了敬拜和親
近神啊！山上設有一排一排的祈禱室，每次經過這些房間時，都傳出不同
旳聲音，有哭泣聲，也有興奮的歌聲，亦有唸誦經文的聲音。
今次再次到訪，借用了他們的祈禱室。獨處在狹小的房間中，唱詩、讚
美、感恩、認罪禱告，與神相交。安靜下來獨處，靜心聆聽周遭上帝創造之
物所發出的聲音是很享受的，與天父傾吐身心的重擔，心靈得到釋放，領略
到以賽亞書30:15中的：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作為信徒，我們都知道每日與神獨處是很重要的，是靈命成長必然之途
徑，藉著祈禱，可向神傾心吐意；藉著讀經靈修，可更明白神的心意，得著
能力。但諷刺的是，平日的日子太忙碌了，每天的生活都是匆、怱、衝，不
同的活動或工作都塞得滿滿的，停下來的時間已經筋疲力盡，心靈已經難以
安靜。與神相處這重要約會，好多時都在每日的日程表中只佔有一小部份甚
或消失了。難怪以賽亞先知於上述經文的下半句嘆息：「你們竟自不肯。」
慕安德烈（Andrew Murray）曾說過：「少有上帝話語及鮮少禱告，屬
靈生命必將落入死亡。常有上帝話語卻鮮少禱告，屬靈生命亦將病態百出。
常常禱告卻少有上帝的話語，屬靈生命雖有活力卻不穩定。每天有足夠的上
帝話語和禱告，屬靈生命必然康健且充滿活力。」（註）
讓我們都能夠天天和天父有美好的相處，不然，相信最大得益者，就是
撒但：「禱告是我們與上帝的聯繫管道。在戰爭中，要是軍隊與司令部失去
聯繫，士兵就會陷入極大的困境，很容易受敵人的攻擊。我們基督徒的生活
也相仿。我們正處於一場屬靈戰爭中，魔鬼一直想要切斷我們與上帝間的通
訊管道。切記，不是我們去對付魔鬼，而是我們與上帝聯手對付魔鬼！」
（註）
願我們都能享受每日與主相處的時刻！
註：引錄自 Larry Kreider 所著的《12 心靈密室》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使命宣言：我們植根柴灣，訓練門徒，走進人群，建立基督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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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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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會祈禱會於 16/11(四)下午 1:00 及 17/11(五)晚上 8:00 舉行。鼓勵弟兄
姊妹同心禱告！
3. 「植堂、教會祈禱會」於 19/11(下主日)下午 1:30 在東貿禮堂舉行，懇請弟
兄姊妹出席參與。
4. 11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3/11(四)晚上 7:30 在東貿召開，敬請各堂委留意。
5. 本年度教友大會將於 3 /12 (主日)下午 1:30 在東貿廣場舉行，有關資料文
件，會友可於 B 單位領取或從電郵收取。另本堂的核數報告已貼於壁佈板，
敬請留意。
6. 香港福音盛會 2017 於 30/11-3/12 在香港大球場舉行，教會每場均有入場
券，有興趣的弟兄姊妹請於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登記。
7. 「插花工作坊」於 10/12(主日)下午 2:00-4:00 在東貿 2 號房間及接待處舉
行，請弟兄姊妹於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參加。
8.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41 位；青少年 33 位；兒童 57 位。
9. 上主日共收獻金$281,279.30。若肢體在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
姊妹查詢。
10. 葉永傑先生於 14-15/11 放假。
2017 年感恩祈禱會
從歲首到年終上帝眷顧我們，從教會到個人都經歷生命更新和豐盛恩典。邀
請您們一同將感恩的祭，獻呈給我們天上的恩主，也同心守望禱告教會未來
五年的成長方向。
日期 : 11 月 25 日(六)
時間 : 晚上 6:00 - 8:00
地點 : 東貿禮堂
2018 年讀經運動
鼓勵弟兄姊妹實踐穏定、有計劃和有系統的讀經生活，與上帝建立親密的關
係，享受與上帝溝通的喜樂。屬靈生命得以成長。
1) 每日付出 20-30 分鐘，在一個最能令自己安靜的地方，進行讀經靈修
生活，與上帝相交。
2) 用三種顏色劃在經文上，代表三種不同的領受。
 紅/橙色-罪
 黃色-應許
 紫色-發現
3) 透過香港讀經會《每日讀經釋義》幫助了解聖經：
訂購《每日讀經釋義》
，全年四冊，
（普通版）每年$100；大字版每年
$120。（教會已有津貼，並交費作實）
也可以自行購買電子版《每日讀經釋義》
，可於 IOS 和 Android 平台使
用，每年$148。
4) 報名
：請填妥回應表並放入收集箱內
截止日期 ：11 月 26 日(主日)

天氣惡劣聚會安排
天氣情況
主日崇拜
活動/主日學/小組/會議
辦公室
1、3 號颱風 / 崇拜照常。
一切照常。
照常辦公。
黃色暴雨
紅色暴雨
1. 崇拜照常。
1. 照常。
照常辦公。
2. 小學生崇拜、寶寶崇 2. 小學生聚會取消。
拜、搖籃班取消。
8 號或以上颱 崇拜取消。
一切取消。
停止辦公。
風/黑色暴雨
1. 崇拜進行中懸掛 8 號 1. 若聚會前兩小時，8 1. 若上午9:00、
備註
颱風信號或黑色暴雨 號颱風及黑色暴雨訊 下午 2:00、
警告，聚會儘快結束。 號除下，聚會將會如 晚上 6:00 前
2. 原定被安排負責當日 常進行。
除下惡劣天
崇拜事奉崗位的弟兄 2. 原定被安排負責事奉 氣 警 告 訊
姊妹，若情況惡劣不宜 崗位的弟兄姊妹，若 號，則於 2
出席，可致電通知同工 情況惡劣不宜出席， 小時內恢復
另作安排。
（適用於 1、 可致電通知同工另作 該節工作。
3 號颱風 / 黃色暴雨/ 安排。
（適用於 1、3 號 2. 若在時限後
紅色暴雨）
颱風 / 黃色暴雨/紅 除下，則該
3. 任何天氣情況下，請弟 色暴雨）
節工作暫
兄姊妹以自身安全為 3. 任何天氣情況下，請 停。
首要考慮條件，參考天 弟兄姊妹以自身安全
文台及政府有關部門 為首要考慮條件，參
發出之各項警告訊號， 考天文台及政府有關
留意實際交通情況，自 部門發出之各項警告
行決定是否適宜參加 訊號，留意實際交通
教會聚會。
情況，自行決定是否
青少年更應先得家長 適宜參加教會聚會。
同意。
青少年更應先得家長
同意。
8 號或以上颱風 / 黑色暴雨警告主日崇拜安排
1. 天文台於崇拜前兩小時懸掛 8 號或以上颱風/黑色暴雨警告，崇拜暫停。
2. 當天文台改掛 3 號颱風信號或取消黑色暴雨警告的時間為崇拜前兩小時，崇
拜如常舉行。
8 號或以上颱風 /
時段
主日崇拜
黑色暴雨警告
早堂崇拜
(8:30 – 9:45)
中堂崇拜
(10:15 – 11:30)
午堂崇拜
(12:00 – 1:15)

早上 6:30 懸掛
早上 6:30 除下
早上 8:15 懸掛
早上 8:15 除下
早上 10:00 懸掛
早上 10:00 除下

取消
如常進行
取消
如常進行
取消
如常進行

因應 8 號或以上颱風 / 黑色暴雨警告而取消崇拜，鼓勵弟兄姊妹保持心靈上
的敬虔，在家中進行敬拜：
1. 敬拜態度：主日為聖日，應當分別為聖，尊崇主
2. 敬拜行動：透過教會在電郵或網頁上提供的主日週刊，以詩歌、讀經、默想/
分享經文、禱告等，來敬拜上帝

會外消息
香港福音盛會 2017 義工招募大行動 - 司事
鼓勵弟兄姊妹報名作香港福音盛會 2017 的司事。目前司事義工人數暫有 500
多人，遠遠少於大會期待的 5000 人，期盼弟兄姊妹踴躍報名參加及選定場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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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30/11(四) 1/12(五) 1/12(五) 2/12(六) 2/12(六) 3/12(日) 3/12(日)
期 晚上 7:30 下午3:00 晚上7:30 下午3:00 晚上7:30 上午10:00 下午4:00
場 公開場 1 中學生場 公開場2 普通話場 公開場3
國際場 公開場4
次
(英語)
報名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截止報名：11 月 15 日(三)

每日代禱資料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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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尹崔麗姊妹
 感謝神不斷施恩憐憫。願一家人的身、心、靈的成長，都隨著歲月增加，
行事為人蒙主恩相稱。
 年邁的母親有腎衰竭情況，願主保守她的身體，及有喜樂的心靈。
 有親戚在病癒康復中，求主施恩憐憫。
14/11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何錦發、戚玉貞夫婦
‧ 為錦發的身、心、靈健康代禱。
‧ 感謝神，玉貞有健康的身體來事奉神。
‧ 為玉貞的姨甥雋愷能早日回轉歸主代禱。
15/11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高仰維、張耀韻夫婦
‧ 感謝主賜恩予一家人，願主繼續保守身、心、靈强健，與主的關係一天比
一天更好、更親密。
‧ 求主賜兒子偉恩在學習上有智慧和能力，及引領他的前路。
‧ 求主加能賜力給仰維，在工作上能榮耀主名。

16/11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郭廣輝、蕭秀珍家庭
‧ 感謝主賜家人喜愛行山，欣賞神的創造和美意，讓人生活有力。
‧ 廣輝的工作常有大大小小的困難，求主賜耐性和智慧去處理。
‧ 女兒希仍在求職，求主帶領合適的崗位。
17/11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陳釧楓、林曉榮家庭
‧ 感恩神，曉榮在工作中有很大的使命感和滿足感。
‧ 感恩神的同在，女兒慧玲升讀大學非常勤奮。
‧ 兒子智軒就讀六年級，求神賜他在學習上有聰明智慧，在緊接著的兩次呈
分試中能發揮出色，並預備一所合適的學校給他。
18/11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李世樂家庭（宣道會柴灣堂，日本）
 感謝上帝的預備，淑屏已成功在述職期內，排期在 2018 年 4 月再次接受口
水腺瘤的手術(在 2008 年出工場前她接受了第一次的手術)，深信主必繼續
引導看顧。
 子心將於 31/10-3/11 參加學校的修學旅行，求主引導子心各方面的預備並
能與老師同學們有一個平安快樂的體驗旅程。
 我們三口子返港已有兩個多月了，世樂除了在不同教會有分享的時候，也
多時需要探訪教會及約談，求主引導使用。

「愛與忠誠」主題經文：
「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
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且愛耶和華你的神，聽從他的話，專靠他，
因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長久也在乎他。」
（申命記 30:19-20）

本週代禱事項
 感謝神，上週六及週日有不少新朋友參加教會的福音聚會，求主在他們心裡
繼續感動他們！也求主帶領是主日下午的行山活動，讓弟兄姊妹及新朋友享
受大自然及人與人之間的樂趣！
 感謝神，在上週收到大約 100 位弟兄姊妹參加五年讀經計劃，求主繼續感動
更多弟兄姊妹參加，在屬靈生命中成長！
 楊秀平姊妹在 5/11(日)晚上入了東區醫院，經檢查後發現是輸卵管發炎，現
需轉介到婦科跟進，求主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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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