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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日
願主愛臨香港

（第５０期）
林顯基

過去一兩個星期，在 facebook 上出現一個新語詞「低端人口」
。原來在
一場最少十九人喪生的住宅大火過後，北京當局以清除消防隱患之名，大規
模清拆基層民居，街頭官方橫額寫著「清退低端人口」，在嚴寒下立時驅逐
逾十萬計的外來打工者，並禁止非政府組織向這些霎時無家可歸的人施以援
手。在差不多時間，香港也有露宿者也被清理。出於安全與衛生的考慮，逾
十名露宿者的家當被清走，連他們唯一容身的床位都被一一拆去。
我們主耶穌的一生，出生在簡陋馬棚，父親約瑟避難竟然走去上帝降災
的埃及，成長於「沒有好東西」的加利利，承傳的祖業是「鬥木」
，其貌不揚，
居無定所，最後死在十架上，成就了救恩。真心感謝主，七場的主愛臨香江
佈道會總人數入場逾十萬五千人，決志者人數達三千人！上主確確實實在人
心工作，讓人感受到祂的愛，恢復人與祂的關係，讓人的生命從此不再一樣。
「福音」的確都是恩典，任何人都可以因著信耶穌流出寶血洗淨我們的罪而
蒙救贖，但這恩典不是「廉價的恩典」，僅是為了給人好處與祝福。
以賽亞書第一章記載，百姓做足吩咐，獻最好的祭、守足節日、宣召大
會、又守嚴肅會。一切都是美好的。但上帝說，這是我所憎惡的、是我不能
容忍的、我必遮眼不看、百姓帶來的只是毫無意義的祭品和供物、你們舉手
禱告我也不聽！！！百姓做錯甚麼？這不都是上帝所喜悅的嗎？上帝說因
為百姓沒有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
其實獻祭和節期算不得甚麼，真正親近祂的不是外表的儀式；是公義的行為，
而不是條文禮儀。
最後，想起一位曾在中國宣教的傳教士的一段話，他說：
「如果宗教只停
留在個人層面，它會完蛋。但如果宗教並非開始於個人，那它就根本沒有開
始」
（"If religions end with the individual, it ends. If it does not begin with the
individual, it never begins."）令人歸主是上主交託給我們的使命，我們要努力
去做，用心去做；但同樣，上主要我們在地上成為天國的示範單位，在這彎
曲悖謬的世代，為主打美好的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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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花工作坊–聖誕花環製作」於是主日下午 2:00 在東貿 2 號房間及接待
處舉行，請已報告的弟兄姊妹準時出席參與。（註：請自備花剪、剪刀、
報紙和一個大的環保袋(用來載走聖誕花環)
2. 兒童區大喜樂導師請往辦公室郭珮珊姊妹的工作桌面取 1 至 3 月份教材
資料。
3. 「植堂、教會祈禱會」於 17/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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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懇親聯歡晚會」於 23/12(六)晚上 6:00 在柴灣利眾街 12 號蜆殼工
業大廈 10 樓 B 室舉行。(報名：早堂-林慧玲姊妹、中堂-鍾艷霞姊妹、午
堂-李曼玲姊妹)
5. 「聖誕聚餐」於 24/12(主日)下午 2:00 在柴灣利眾街 12 號蜆殼工業大廈
10 樓 B 室舉行。名額已滿。未付款的弟兄姊妹，請往接待處付款。
(早堂-林慧玲姊妹、中堂-鍾艷霞姊妹、午堂-李曼玲姊妹)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11 位；青少年 30 位；兒童 56 位。
6. 上主日共收獻金$243,719.80。若肢體在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
姊妹查詢。
7. 林志文牧師於 13-14/12 外出上課及 15-21/12 放假。

聖誕洗禮崇拜
日期：12 月 24 日(主日)
地點：東貿禮堂

/

時間：中午 12:00 (午堂崇拜)

本年度受洗新葡名單
成人水禮
姊妹 ── 陳巧華、張寶怡、黎玉霞、李燕貞、梁曉晴、吳雪桃
弟兄 ── 關俊佑
堅信禮
弟兄 ── 曾德揚、黃君諾

2018 讀經運動啟動禮
教會 2018 年的主題為「改變我」
，2018 年開始的讀經運動就是要讓神的話
來改變我。讓我們同心協力，在 2017 年的最後一天，啟動這讀經運動。
日期：12 月 31 日（主日）
時間：下午 1:30-2:30
地點：東貿禮堂
內容：講解如何使用《每日讀經釋義》和三色筆
註：請帶備你們的《聖經》
、《每日讀經釋義》和《起動指南》記錄表
元旦禁食祈禱營
日期：2018 年 1 月 1 日（一）
時間：上午 10:00 至下午 4:00
地點：信義宗神學院（沙田道風山路 50 號）
乘車集合時間地點：上午 9:00 於柴灣羅屋
坐車名額：28 位（有需要再開多一部）
來回車費：$ 70（弟兄姊妹若自行乘車前往，費用全免，但仍需報名）
截止日期：12 月 24 日（主日）
報名：早堂-林慧玲姊妹、中堂-鍾艷霞姊妹、午堂-李曼玲姊妹

福音班
日期：2018 年 1 月 7 日至 2 月 25 日(主日)共 7 堂（18/2 放假）
時間：上午 11:45 至下午 1:15 / 地點：東貿 1-2 號房
導師：梁鳯芯姑娘
對象：對聖經和基督教信仰有興趣人士 / 準備洗禮者
內容：探討基督教的信仰內涵、耶穌基督的生平事蹟和教訓
日期
課題
日期
課題
7/1 生命的創始
4/2 未曾平反的命案
14/1 從苦罪到新生
11/2 復活的震撼！
21/1 生死空間
18/2 放假（年初三）
28/1 祂的一生
25/2 一個帶著盼望的抉擇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招募插花事奉人員
招募︰1 至 3 月份負責主日崇拜插花事奉人員
查詢︰請與陳姚根英師母聯絡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備註︰為讓更多人參與事奉，請事奉者先填寫一次，待有空缺才繼續填
寫。

「使徒信經」課程
日期：2018 年 1 月 23 日至 2 月 27 日(二) 共 6 堂
時間：晚上 8:00-9:30
地點：東貿 1-2 號房
導師：林志文牧師
對象：2014-2017 年洗禮的弟兄姊妹或想對使徒信經作更深入了解的肢體
註：需購買課本《這是我的信仰－使徒信經導向》
，每本$78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每月的聖餐崇拜中，我們會誦讀《使徒信經》，你們有沒有問這些問題？
1. 請問甚麼是使徒信經？
2. 裡面內容是出自哪裡？
3. 寫使徒信經的人是誰？
4. 使徒信經對我們信仰有甚麼關聯？
日期
內容
閱讀
23/1
為何是信經？我信上帝
課本 11-37 頁
30/1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
課本 39-60 頁
6/2
受死、復活、升天、
課本 60-69，81-92 頁
審判的耶穌基督
13/2
我信聖靈
課本 93-100 頁
20/2
我信聖而公之教會與聖徒 課本 1101-109 頁
27/2
我信罪得赦免及永生
課本 111-133 頁
參考書：馬歇爾莊遜（Marshall D. Johnson）著，譚偉光譯。
《這是我的信仰－使徒信經導向》
（香港：文藝出版社，2016）。

每日代禱資料
10/12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為常務部祈禱，包括財務小組、主日崇拜人手、影音維修小組、添置維修小
組、資訊科技小組等，超過 100 位弟兄姊妹參與其中，求主使用每一位忠
心的服事，各盡其職，建立神家！
11/12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曾偉明、姚順彩家庭
‧ 感謝神！大兒子德揚聖誕節行堅信禮。求主保守他靈命繼續成長，滿有信
心與主同行。
‧ 為順彩身體康復感恩，惟仍有步履不平衡，求主醫治。祝福她事奉得力｡
‧ 求主幫助小兒子德希，能找到人生方向，並有追求在信仰上進深的心志。
‧ 求主祝福偉明的工作和事奉，能榮神益人！
12/12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曾國偉、關美萍家庭
‧ 求主保守兒子啟滔考試輕鬆過關，獲取高分及能繼續參與教會小組生活。
‧ 求神保佑美萍母親馬瑞清有健康的身體，脊椎痛楚能減輕，有力步行。
‧ 求主賜美萍智慧去應付工作、賜耐心照顧母親及家務。
‧ 感謝主，每天都能倚靠你。又求主引領未信主的家人能相信祢。
13/12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謝德華、陳佩華夫婦
‧ 求主保守夫婦二人有智慧應付工作。
‧ 求主看顧女兒嘉晞工作順利，更懂倚靠祢。
‧ 求主保守德華的父母身體健康，求主醫治他們的疾病。

14/12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溫遠光、曾美玲家庭
‧ 遠光工作上將有調動，求神賜他聰明智慧去適應，亦讓他有壯健的身體和
靈命，有喜樂的心在教會裡繼續服侍。
‧ 感謝神，讓美玲有美好的休息，盼望在一月起從新投入關懷長者的事工，亦
求讓神祝福「杏林恩雨」這見證集能讓人認識神的福音與大能。
‧ 感謝神讓大兒子文俊在展亮中心學習已進入第二年，求天父為文俊預備入
職場或繼續學習的前路，亦讓他能更加投入團契生活，讓他能更親近神。求
天父祝福他與父母有愉快及緊密的溝通。
‧ 感謝神保守二兒子文彥在英國有愉快的學習，求天父帶領他升學的前路。
‧ 感謝天父讓三兒子文博喜愛音樂，藉著音樂去榮耀及服侍神；求神幫他愛
神愛人的心能每日增長。
15/12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黃南波、勞惠卿家庭
‧ 夫婦二人剛展開退休生活，傭人卻突然離職，由於要照顧南波年邁的母親，
生活變得有點忙亂，求主幫助新傭人能適時到任，並且能和南波母親相處
愉快，彼此有好的適應。
‧ 大兒子信頤在外地生活，求主引導他行在真道上，經歷到神的實在。
‧ 求主引導二兒子信逸學習的路，繼續蒙神的祝福。
‧ 求主幫助小兒子信懌能謙卑信靠神，懂得將一切歸榮耀給上帝。
16/12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萬頭、雅麗夫婦（長沙灣基道堂、基道堂第三堂，日本/澳門）
‧ 雅麗母親確診患有癌症，請禱告記念。
‧ 萬頭、雅麗安排暫回澳門一年照顧母親，並責負差會於澳門之事工，請禱告
記念。

主題經文：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路加福音 2:14）

本週代禱事項
‧ 為今年洗禮及堅信禮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幫助他們委身基督，並在至聖的
真道上繼續追求成長。洗禮者有張寶怡、梁曉晴、陳巧華、關俊佑、李燕貞、
黎玉霞、吳雪桃；堅信禮者有曾德揚、黃君諾！
‧ 求主加力給未能返教會崇拜的長者、鄭漢珍、葉詠勤、李淑、鄧英、林亞帶、
趙斌芳、陳賽英、羅永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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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