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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我：以神的話突破生命限制」

（第１期）
梁鳳芯

2018 年柴灣堂的主題是「改變我」，這是教會將全面推動「門訓之旅」
的重要一環。究竟可以如何「改變我」？為何要「改變我」？要「改變我」
到甚麼光景？
首先，教會從今年 1 月 1 日起推動五年的「讀經計劃」，目的是鼓勵弟
兄姊妹能夠實踐穩定、有計劃和有系統的讀經習慣，並透過香港讀經會《每
日讀經釋義》的輔助，和使用三色筆劃在經文上以深化讀經的領受，來幫助
我們與上帝建立親密關係，以致屬靈生命得以改變和成長。
所以要「改變我」
，就要改變我們日常的習慣，每天要分別 20-30 分鐘
來，在一個最能令自己安靜及專注的地方，進行有系統地閱讀聖經和靈修，
這就是以聖經來作為改變自己的基礎。
此外，用三色筆劃在經文上，其實是在閱讀時，以三種顏色來代表自己不同
的領受。紅色/橙色，是代表犯罪的地方；黃色，是代表上帝的應許；紫色，
是代表聖經給自己的新發現。
至於「改變我」到甚麼光景？就是透過聖言的提醒，從舊我或從舊有頂
撞及得罪上帝的行為、心思和態度，改變到合乎上帝心意的忠誠門徒來。因
此整個「改變我」的進程，會包括：每天讀經、領受訓勉、改變自我、遵主
聖言、離開安舒、實踐聖道、突破限制。
少少預告：5 月 22 日我們有「讀經日營」
，目的是讓我們有一天的時間，
安靜專心研讀上帝的話語，與上帝建立親密的關係，透過進入上帝的聖言，
來光照改變我們的生命。
最後，我們要確信：明白上帝的話語不單只透過查考、熟讀或背誦聖經，
也要透過在生活行為上謹守上帝的旨意。如何看出信徒對上帝敬畏的態度？
就是從信徒看重上帝所說的話，並願意按著上帝的吩咐去行。因為我們深信：
唯獨遵行上帝話語的，生命才得蒙聖潔、才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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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主日崇拜程序
崇拜
早堂
中堂
午堂

主席
黎錦鴻
李慧蘭
鄭一龍

敬拜
呂彩頌組

司琴
呂慧敏

張志聖組

何敏兒

宣召

詩篇 113:1-3

敬拜讚美

早堂
1. 數算恩典
2. 誰曾應許
3. 渴慕祢

祝福 / 報告
陳偉文

主席
中堂/午堂
1.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2. 蔭庇之處
3. 請差遣我

讚美祈禱

敬拜組

主席

獻唱

更新我心意

詩班
(中、午堂)

讀經

詩篇 16 篇（舊約 666 頁）

主席

講道

「耶和華是避難所」

高銘謙博士

奉獻

微雨裡

會眾

奉獻祈禱
散會詩

主席
改變

會眾

祝福

牧師

家事報告及
代禱

同工

家事報告
1. 蒙建道神學院聖經系助理教授高銘謙博士蒞臨證道，本堂謹此致謝。
2. 「福音班」於是主日上午 11:45 在東貿 1-2 號房舉行。歡迎新朋友及計劃
於本年洗禮的弟兄姊妹參加。
3. 「MBTI 性格與成長」課程於 10/1 至 7/2(三)晚上 8:00-9:30 在東貿禮堂舉
行。(報名：早堂-張寶惠姊妹、中堂-鍾艷霞姊妹、午堂-張美華姊妹)
4. 「使徒信經」課程於 23/1 至 27/2(二)晚上 8:00-9:30 在東貿 1-2 號房舉行。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5.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17 位；青少年 21 位；兒童 47 位。
6. 上主日共收獻金$118,704.30。12 月份共收獻金 $704,178.00。若肢體在兩
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浸水仙頭工作坊
日期︰1 月 28 日(主日) / 時間︰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東貿 2 號房間及接待處
費用︰$30（屆時收費）
導師：陳姚根英師母
備註︰1. 切割刀、環保袋（以備帶走水仙頭用）
2. 務必報名，歡迎邀請新朋友參加
名額：30 人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竹居台聯合差傳主日崇拜：絲綢之路 – 天國夢
日期：3 月 4 日（主日）
時間：上午 10:30
地點：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6 樓展貿廳（地址：九龍灣展貿徑一號）
講員：馮永樑牧師（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的國際總主任，曾任三藩市華人金
巴崙長老會主任牧師廿多年，先後在美國金門浸信會神學院獲取教牧
學博士和西方神學院獲取文化研究學博士學位。）
備註：本堂安排旅遊車接送，詳情稍後公佈。

崇拜溫馨提示
崇拜意義在一起敬拜，這是合宜的，因神配得我們的敬拜；以心靈和誠實
（spirit and truth）的敬拜更是神所喜悅的！在整個崇拜中，神是臨在的
（presence），因此，我們又焉可輕慢！
為使參加崇拜者更專心，故請留意以下提示：
1. 崇拜開始前，請先將手提電話關掉，讓大家能夠專心敬拜神。
2. 崇拜開始前三分鐘，請安靜在座位上，不宜再作交談，大家都要預備
心靈來敬拜神。
3. 敬拜讚美開始後，遲到者需於接待處敬拜讚美，待主席讚美祈禱後，
才可進入禮堂。(教會只提供少量椅子給有需要人士)
4. 讀經開始後，遲到者請在接待處崇拜，不再有人進入禮堂；或選擇出
席下一堂崇拜。
5. 在崇拜期間，使用洗手間後，請就座於接待處繼續崇拜，不宜再進入
禮堂。
6. 在崇拜期間，請保持安靜，幫助大家專心敬拜神。
7. 參與主日的事奉者，請先敬拜，後事奉。

實習神學生--黃銘豪弟兄簡介
黃銘豪弟兄，浸信會神學院二年級學生。已婚，三個女兒，年幼的出世
1 個多月。銘豪原為外展社工，工作了十九年後，神感動銘豪，在太太
Jessie 支持下，踏上全職事奉的道路。感謝神！帶領銘豪來柴灣堂，
願神賜福銘豪在柴灣堂一年的實習！

每日代禱資料
7/1

星期日

為香港代禱
‧ 新的一年來臨，求主憐憫香港縱然在動盪不穩的日子下，仍然能夠切
實相愛，關顧弱勢群體，行出上帝的公義與憐憫！
8/1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朱文正、陳梅枝家庭
‧ 感謝神！平安踏入新的一年，願主賜福看顧家中各人的健康和工作。
‧ 求主幫助在新的一年，一家人能更多的親近主，更懂得體貼神的心意。
9/1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祁厚波弟兄
‧ 求主保守女兒曉欣的情緒能夠穩定愉快，不會因小事而容易生氣。
‧ 求主感動兒子皓均願意認識主，早日返教會，並差派天使在家人身邊作
感動的工作。
‧ 為太太雙眼最近時常出現紅筋祈禱，求主醫治。
10/1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姜貴來、黃敏兒夫婦
‧ 感謝神！為貴來預備一份新的工作，剛過了一個月，求主幫助他在輪班
上的適應及身體能應付日常照顧病人的工作。
‧ 求主幫助夫婦二人在五年讀經計劃可以持之以恆，能在屬靈生命上有
所進步。
‧ 為敏兒工作的前路及她的身體健康禱告。求主保守她能有喜樂的心去
過每一天。
‧ 為夫婦二人的家人，特別老人家身體有健康祈禱。
11/1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郭志華、朱愛英夫婦
‧ 求主憐憫及寬恕志華所犯的過錯，並醫治所帶來的創傷。
‧ 求主看顧愛英的身心靈，保守她的糖尿病和情緒也能穩定。
‧ 感謝天父繼續給志華有健康的身體去工作，以及太太愛英一直以來的
包容和愛護。

12/1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何國平弟兄
‧ 求主看顧及保守孫兒的成長。
‧ 求主賜下平安和健康的身體予家人。
13/1

星期六

為肢體代禱 芥菜種家庭（基道旺角堂、大角咀基全堂，創啟地區）
‧ 芥生芥太在 11-12 月中在國內上針灸短期課程，盼望日後在大山小山國，
能針對 D 族人身體需要服侍，藉著針灸見證神，使他們經歷神的醫治和
憐憫。請禱告記念。
‧ 求父賜智慧和力量，讓我們能好好學習，並能順利畢業，考取證書。
‧ 求父讓我們更多經歷他的醫治、能力、憐憫和慈愛，使我們日後懂得如何
使用針灸來榮耀和見證他。
‧ 求父賜下伙伴和人際網絡，讓我們能找到醫療平台，能合法施針。
‧ 大芥在請假期間，繼續能有愛學習的心，在家也能自律做功課。
‧ 大小芥能相親相愛，使我們離家上課時，芥生媽媽能更輕鬆照顧他們。

主題經文：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詩篇 90:12）

2018 年第一季《每日讀經釋義》- 詩篇
日期
7/1(日) 8/1(一) 9/1(二) 10/1(三) 11/1(四) 12/1(五)
經文

96:1-13

97:1-12

98:1-9

99:1-9

100:1-5

101:1-8

13/1(六)
102:1-28

本週代禱事項
‧ 在新的一年開始，求主幫助弟兄姊妹的生命更新而變化，讓神的話突破生
命限制，活出基督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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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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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