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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

（第４期）
陳偉文

在初返教會的時候，常被教導教會就是上帝的家，我們參與在其中就有
我們的責任與義務，其一就是十一奉獻，因為我們要回應上帝的愛與恩典；
其二就是事奉，因為我們是上帝家中的一份子，我們要參與其中的事奉。由
起初至現在，我持守這兩方面的教導，也鼓勵弟兄姊妹一起學習及操練！
在今天，想從彼前 4:10-11 思想有關事奉的題目，鼓勵我們從五方面觀
察自己的屬靈恩賜：「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上帝百般恩賜的好
管家。若有講道的，要按著上帝的聖言講；若有服事人的，要按著上帝所賜
的力量服事，叫上帝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原來榮耀、權能都是祂的，
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每一個相信耶穌的信徒，我們都有上帝賜給我們至少一種屬靈的恩賜，
有講道的，有服事人的；有傳福音的，有關懷人的等等。記得自己起初在教
會的服事，時常站在教會門口接待新朋友及與弟兄姊妹問候幾句，想不到今
天也是樂於這個服事，因為是自己的心所想做的！今天，你知道你的屬靈恩
賜嗎？若未知道，請來問我們同工，好讓我們告訴你的屬靈恩賜是甚麼？因
為上帝已經賜給你至少一種屬靈的恩賜！
當我們知道有甚麼屬靈恩賜的時候，我們就要好好運用出來服事人，而
不是只返教會，等人來服事自己；更不是用來提高自己的聲望，炫耀自己的
屬靈恩賜。彼此服事是很重要的，因為若大多數返教會的信徒都是回來坐的，
等人服事的；只得少部份的弟兄姊妹努力地事奉，這間教會是不健康的，也
是病得很嚴重啦！今天，你是不是照上帝賜給你的恩賜彼此服事，在教會內，
在職場中，甚至在社區裡？若未知道可以怎樣服事，可以來問我們同工，好
讓我們告訴你有甚麼適合你的服事？因為上帝在你的生命裡已經有計劃！
最後，我們要明白運用恩賜的目的是要去榮耀上帝，而不是自己的表現
如何。若你可以去宣講、傳福音、安慰人的時候，就要像上帝通過你來說話、
勸勉；若你可以去幫助人、關懷人的時候，你就要用上帝所賜的一切力量和
能力去幫助人。當你這樣做的時候，上帝就得到榮耀。今天，你是否好好運
用屬靈恩賜，並在服事中榮耀神？若不知道，也請來問我們同工，好讓我們
告訴你的服事如何？因為上帝很想你的事奉生命顯得精采來榮耀祂！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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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蒙福音證主協會副總幹事培訓部呂慶雄博士蒞臨證道，本堂謹此致謝。
2. 林志文牧師及麥浩倫先生於是主日分別往青衣全完堂及小西灣堂證道。
3. 是主日及下主日在教會擺放書攤，由證主書室提供，並有折扣優惠，歡迎
弟兄姊妹踴躍購買。（早堂：劉耀泉弟兄／中堂：鍾艷霞姊妹／午堂：韋
碧雲姊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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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浸水仙頭工作坊」於是主日下午 2:00 在東貿 2 號房及接待處舉行，
請已報告的弟兄姊妹準時出席參與。
（註：請自備切刀、膠手套及環保袋）
6. 教會祈禱會於 1/2(四)下午 1:00 及 2/2(五)晚上 8:00 舉行。鼓勵弟兄姊妹
同心禱告！
7.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30 位；兒童 53 位。
8. 上主日共收獻金$129,828.40。本月至今獻金共 $407,102.70。若肢體在兩
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9. 1 月份祈禱會出席總人數為 109 位。
寫揮春、迎新年、送心意
日期：2 月 4 日（下主日）
時間：上午 9:30-10:15
地點：東貿 1-2 號房
導師：羅碧聯姊妹、溫福蘭姊妹、勞坤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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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司事：41 名（請於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登記）
備註： 1. 如乘坐教會安排的旅遊車，請於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
（列明是否來回）
，車票於 2 月派發
2. 弟兄姊妹及手抱嬰孩需憑車票乘車
3. 當日司事於上午 8:30 在柴灣羅屋上車
4. 參加崇拜弟兄姊妹於上午 9:30 在柴灣羅屋上車

週年堂慶活動（柴灣堂 30 週年、小西灣堂 20 週年）
「恩典的約．薪火相傳」
聯合崇拜
日期：7 月 1 日 (主日)
時間：上午 10:00-12:00
講員：馮浩鎏牧師
地點：柴灣青年廣場
內容：敬拜小組、聯合詩班、信息勵勉
聯合聚餐
日期：7 月 1 日 (主日)
時間：下午 1:00-3:00
地點：北角富臨
內容：愛筵分享，凝聚相親相愛關係
聖地之旅
日期：11 月 4 至 15 日
行程：以色列、約旦十二天
內容：沿途分享聖經及屬靈信息
回顧展望感恩祈禱會
日期：11 月 24 日(六)
時間：晚上 7:00-9:00
地點：東貿禮堂
內容：回顧展望、感恩祈禱

會外消息
「每月讀經專題講座」
主辦：香港讀經會
讀經運動將於 8/2 進入閱讀《列王紀下》了，香港讀經會於 2/2 舉辦《列王
紀下》研讀講座，鼓勵弟兄姊妹參與。詳情如下：
題目：《列王紀下》研讀
日期：2 月 2 日（五）
時間：晚上 7:15 至 9:00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九龍旺角弼街 56 號基督教大樓二樓禮堂）
費用：$20 (即場繳交，
《每日讀經釋義》讀者憑書內或 app 中贈券免費入座)

基道書樓：
「好書永續@Logos」奉獻計劃
人們常說，在這個時代，出版一本書，至少要對得起一棵樹。這既是一種
出版的態度，也是一種執守可持續性的生活態度。而近年興起的漂書、共
享書，以至各類二手書交流平台，正是基於這個好書永續的觀念。
就在去年這個時候，基道書樓重設了二手書區，一小撮人的奉獻畢竟有限，
但同行者總在不遠處。在我們缺乏之際，竟陸續得到「奉獻者」的供應，
他們有的將教會圖書館多出來的館藏奉獻出來，有的將收於迷你倉的陳年
好書奉獻出來，有的更將重複了的藏書奉獻出來……
「好書永續@Logos」是一項奉獻計劃，所得收益將撥歸「別是巴神學生書
券」資助計劃。
奉獻方法
1. 有意奉獻給基道書樓，請先將送出的書進行拍照（將書疊起，清楚見到
「一堆書」的書脊即可）然後 whatsapp 基道書樓 (9642-8862)， 讓他們
參考和確認，然後才送書來教會。如欲進一步了解詳情，請於辦公時間
內與基道聯繫（電話：2687-0331 事工部梁先生）
。
2. 得到基道書樓確認後，請於 4/2(日)或之前將基督教的書帶來教會，交給
辦公室同工，4/2(日)後教會將不會接收書。
3. 只限接收基督教的書，其他書及非賣品的書均一律不接收，如有發現，
請帶來者自行取回。如欲進一步了解詳情，請聯繫陳牧師或辦公室同工。
2018 年 2 月份教會祈禱會
日期
時間
1/2(四)
下午 1:00
2/2(五)
晚上 8:00
15/2(四)
下午 1:00
逢星期日
上午 7:30

負責人
梁鳳芯
梁鳳芯
葉永傑
王敏瑛

每日代禱資料
28/1
星期日
為香港代禱
‧ 為香港基督教出版工作禱告，求主幫助他們在時代的轉變當中如何持續推動
文字及培育的工作，也鼓勵基督徒在屬靈閱讀上操練，以致生命有所成長與
更新。
29/1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施金龍、陳百花家庭
‧ 女兒曦琳在英國交流，求主保守生活一切順利。
‧ 感謝主的保守！百花的洗衣店生意能平穩。
‧ 金龍在菲律賓工作，需要更換菲律賓的身份證，求主帶領一切順利！
30/1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施金可、林清貝家庭
‧ 兒子子祺在日本學習，求主保守他的平安。
‧ 求主保守女兒子恩的學習。
‧ 清貝工作很繁忙，求主憐憫。
‧ 求主保守金可身心靈健康，在工作榮耀神。
‧ 願神帶領一家人，在神面前得享平安。
31/1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龔智民、龍桂崧夫婦
‧ 智民的弟弟龔立民確診食道癌，現已進行第二期化療；求主保守整個治療
過程，並且有正面的結果，治療有果效！
‧ 感謝主的賜福！一家人都安好！
1/2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譚健恆弟兄
‧ 父母現正在南美旅遊，求主保守旅程平安。
‧ 感謝主！父母今年可以回港過農曆新年。
2/2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謝達和、顧梅家庭
‧ 感謝神每一天的看顧和保守，與我們一家人同在。
‧ 求神保守顧梅的母親姜永珍身體健康。求聖靈感動母親和妹妹顧玲一家人早
日認識主，信靠祂，經歷神的恩典。
‧ 求神繼續保守家中各人身體健康，腳步平安，滿有平安喜樂。
‧ 求主保守兩位兒子家杰和家軒身體強健，有從神而來的聰明和智慧分配和享
受愉快的學習生活。
3/2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芥菜種家庭（基道旺角堂、大角咀基全堂，創啟地區）
‧ 新的一年，讓我們一家能與父的心意更緊密相連，緊貼上頭給我們的計劃。
‧ 感謝神！順利完成針灸課程，並取得證書，針灸需要反覆操練，盼能遇到有
需要的人，使我們能學有所用，並更能進步。
‧ 感謝神！大小芥都撑過了患病的日子，但消瘦了許多，求父叫他們的身體
漸漸能強壯起來，感謝弟兄姊妹在後方的支持和慰問。
‧ 我們在尋找村附近的租盤，盼能對 D 族人有更多認識和接觸，求父預備。
‧ 願父配搭各志同道合的工人，一起在不同的 D 族村內見證好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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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日)

29/1(一)

經文

118:1-29

119:1-16

30/1(二)

31/1(三)

1/2(四)

2/2(五)

3/2(六)

119:17-32 119:33-48 119:49-64 119:65-80 119:81-104

本週代禱事項
‧ 感謝神！譚耀明弟兄的父親譚錫芬已於 26/1(五)在東區醫院由陳偉文牧師
進行床邊洗禮，並由張志聖執事問心事，求主堅固他的信心，也保守他身體
的康復！
‧ 梁麗雯姊妹的女兒張楚翹於 7/2 出發往澳洲墨爾本讀大學，求主保守她適應
當地的環境，能投入當地的教會，求主賜平安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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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至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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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秀珍姊妹*（幼兒園及兒童）
事工幹事
︰郭珮珊姊妹*（兒童）
實習神學生 ：黃銘豪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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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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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