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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一起改變

（第１０期）
蕭秀珍

聽到「改變」
，我們不期然會聯想到將一些壞習慣，例如：遲到、偏食、
懶散等等；又或是做得不好的事情，例如：讀經或禱告欠恆心、向家人/朋友
容易發脾氣等等；亦可能是人際關係、生活取向或生命優次等都列在改變的
清單上。
你如何理解改變？不知你的清單又是甚麼？
最近上網搜尋「改變」的意思，改：變更、更換，變：性質狀態或情形
和以前不同。近義詞更豐富，它可以是扭變、改觀、轉變、更改、更新、轉
化及改換等等。我不禁驚訝發現它的字義十分豐富，除了是扭變舊習或改觀
一些對事物的態度等方面，原來可以從更新及轉化積極進取的角度。
改變可以是恆常的事情上，作出更新的改變，而令事情做得更好！
改變亦可以是心靈方面稍作調節轉變，令自己對內心更多對神對人觸碰。
自 1 月起我已展開改變的禱告和讀經生活，願意和大家分享：
1) 與人同行的禱告：以往我的禱告是先安靜，然後將為自己、家人或弟兄姊
妹需要逐一禱告。我嘗試改變一下就是先安靜，心靈沉默不語在主面前，
然後簡單祈禱求聖靈引領，若當日為某位肢體健康禱告，我先默想她/他此
刻身體狀況，是痛楚？行動艱難？還是整夜難睡？他的心情怎樣？難過？
低落？還是無助？以同理心體會肢體的處境及感受，以心對心陪他/她來到
主前。這個更新行動我發現自己的禱告彷彿更容易體會肢體需要，而是與
他/她一同來到恩主腳前！
2) 有主同伴的讀經：過往慣常讀經多是預定時間內讀數章聖經，安靜數分鐘
後，然後慢慢看經文有何提醒及感恩得著。今次我嘗試新的方法就是不設
安靜時間，讓自己多些空間，細細觸摸此刻內心感受，甚麼事情及人浮現
出來，我有何感覺感受？跟著以禱告交給主。這樣安靜可能會用上 15 至
20 分鐘。之後看聖經，不預計要看多少章及多久，也不刻意尋找得著或提
醒，只隨聖靈引導看多少，有時會是 3 至 4 章，又可能是 1 章而已。最後
再安靜禱告，之後感恩結束這次讀經。這個改變我發現當自己不刻意找得
著領受時，竟然感到一份平安、自在和釋放。今日讀經對我來說不再是「必
須做的事情」，而是享受與主同在的親密時間！
但願小小的分享能引發你也來改變、更新及轉化生命。正如「改變」歌
詞中：唯願作活祭，我願重新跟您突破舊我……盼望再現您給力量，恬靜重
尋在心深處，從能力與信心，這生可以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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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主日搖籃班暫停，敬請家長留意。
2. 是主日培育部有「宣教和差傳」的書攤擺放，歡迎和鼓勵弟兄姊妹踴躍借
閱，借閱時期是一個月，可續借。
3. 「佈道訓練課程」於是主日下午 12:45 在柴房 328 室舉行，請已報名的弟
兄姊妹準時出席參與。
4. 「植堂、教會祈禱會」於是主日下午 1:30 在東貿禮堂舉行，懇請弟兄姊妹
出席參與。
5. 已購買第二季《每日讀經釋義》的弟兄姊妹，請到收費報名處取書。
（早堂：林慧玲姊妹／中堂：鍾艷霞姊妹／午堂：張美華姊妹）
6. 兒童區導師請往辦公室郭珮珊姊妹的工作桌面取 4 至 6 月份兒崇詩歌及
大喜樂教材。
7. 因清明節關係，駕駛私家車的會友請預早時間參與崇拜。
8. 3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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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柴灣堂海外訪宣體驗團：留尼旺於 10-19/7(10 天)費用:$12,000 人數:6 位；
烏干達於 3-14/8(12 天)費用:$15,000 人數:5 位，以上兩個海外訪宣隊必須
報名和面試，詳情請看報名表或聯絡廖愛霖姑娘。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
壁上）
10. 「銳意門訓 2018 年-進入聖言」於 23-24/11 在亞洲國際博覽館（香港赤鱲
角）舉行，弟兄姊妹請到收費報名處報名，25/3 截止報名。
（早堂：林慧玲姊妹／中堂：鍾艷霞姊妹／午堂：張美華姊妹）
11. 竹居台報告：凡有感動奉獻竹居台協會，可填寫回應表或直接以教會捐封
代轉竹居台，收集奉獻至 3 月底，4 月全數轉入竹居台。
12.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24 位；青少年 27 位；兒童 44 位。
13. 上主日共收獻金$437,489.30。若肢體在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
姊妹查詢。
14. 陳偉文牧師於是主日放假。
2018 年讀經之旅分享會
主辦：夫婦區
主題：「扎根聖言、你我同行！」
日期：3 月 24 日（六）
／ 時間：下午 5:45 至 7:00
地點：東貿禮堂
內容：詩歌、遊戲、讀經分享、彼此勉勵（下午 5:15 敬備茶點恭候）
歡迎各牧區弟兄姊妹參與！

復活節福音外展
「信徒在每一代以生命見證，活出基督的樣式，轉化社區」這是柴灣堂的
願景，也是我們生命踐行信仰的目標。願你把握 3 月 25 日的福音外展機
會，積極與人分享福音和你的生命見證，讓柴灣區未信主的街坊，因著你
對信仰的分享願意更多認識神。
日期：3 月 25 日（主日） ／ 時間：下午 2:00 至 4:00
內容：福音外展於柴灣社區，並派發復活節福音單張和福音主日單張
集合地點：柴房 328 室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聖週祈禱會 - 與主同走最後路
日期：3 月 26 至 29 日（一至四）
時間：下午 1:00 至 2:00 及晚上 8:00 至 9:00
地點：東貿禮堂
內容：默想、禱告
「苦路十四站」受苦節默想會
日期：3 月 30 日（五）
／ 時間：晚上 7:00
地點：東貿禮堂、空中花園（11 樓）
內容：默想、禱告
備註：請穿著素色衣服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培育部課程：舊約概覽
日期：4 月 18 日至 5 月 23 日（三）共六堂
時間：晚上 8:00 至 9:30
地點：東貿禮堂
導師：林志文牧師
對象：弟兄姊妹
日期
內容
18/4 舊約正典/創世之始
25/4 創世之始/「五經」不只是律法書
2/5 「先知」不是未卜先知
9/5 「歷史」以色列人的歷史？
16/5 詩篇、智慧
23/5 節日的慶祝-五卷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讀經
創世記 1-3 章
申命記 4-6 章
阿摩司書
士師記 1-3 章
詩篇 119
耶利米哀歌

招募插花事奉人員
招募︰4 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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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兒童區生活營
日期：7 月 17 至 19 日（二至四）
地點：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恩青營（鞍山探索館）
名額：24 位（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收費：每位$350（教會已有津貼）
報名：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兒童區同工郭珮珊姊妹

每日代禱資料
18/3 星期日
為香港代禱
‧ 立法會補選塵埃落定，求天父保守新任議員的心，盡力為香港。
19/3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郭希姊妹
‧ 感謝神！找到合適的工作崗位和合拍的團隊，求主讓團隊成員繼續有耐性
彼此磨合。
‧ 工作與學業繁忙，感謝上主讓同伴的理解與支持。
‧ 為香港前路禱告，願困難黑暗當前，社會中仍是有盼望。
20/3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林俊賢、陳思穎家庭
‧ 俊賢將要轉新工作，求主預備。
‧ 小兒子將於 5 月出世，求主保守生產順利及母子平安。
‧ 求主加添夫婦二人智慧、愛心和健康，教養兩個孩子。
‧ 感謝神小兒子將加入我們一家，求主幫助我們有美好的適應。

21/3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劉倩婷姊妹
‧ 感謝主！母親近來身體較好，沒有胃痛，可以正常進食；但父親最近經常
手痛。求主看顧和醫治，賜父親有健康的身體，及能早日認識主。
‧ 求主祝福自己的身體健康和工作；並在每天閱讀聖經時，賜智慧理解當中
的道理。
22/3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劉綺雯姊妹
‧ 為未信主的家人禱告，求主幫助他們能早日接受福音。
‧ 求上帝讓自己時刻保持敏銳的心，領受祂的話。
‧ 願神幫助自己透過事奉，讓自己心意更新並成長。
‧ 小弟婦懷孕中，願神保守整個懷孕期及生產過程，讓母子平安！又求上帝
帶領各小朋友的成長路，希望他們有顆謙卑的心去認識祂。
‧ 求上帝開路！讓自己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及收入，使自己有能力擔起個
家。
23/3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李仲啟、李慧萍家庭
‧ 求主保守仲啟身體健康，有足夠精力上班及照顧家人。
‧ 慧萍最近右耳有耳鳴，令到有焦慮症，感謝神現情緒較穩定。
‧ 女兒靜恩比較害羞，求主讓她做事有信心。
‧ 感謝神！新工人姐姐開始適應工作環境，女兒也跟她相處融洽。
24/3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葡萄藤夫婦（灣仔堂，創啟地區）
‧ 為我們家庭守望，帶著寶寶在工場服侍的適應。
‧ 為我們守望，求主給我們智慧可以開展社區關懷的工作。
主題經文：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
「倘若可行，便叫那時候過去。」他說：
「阿爸！父阿！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
只要從你的意思。」』
（馬可福音 14:35-36）

2018 年第一季《每日讀經釋義》- 馬可福音
日期

18/3(日)

19/3(一)

20/3(二)

21/3(三)

22/3(四)

23/3(五)

24/3(六)

經文

3:20-35

4:1-20

4:21-41

5:1-20

5:21-43

6:1-13

6:14-29

本週代禱事項
‧ 讀經計劃已進入第三個月，求天父帶領弟兄姊妹的讀經旅程，得著亮光。
‧ 「彼得生平」小組查經系列，於 3 月份開始預查，求主使用這資料，讓弟兄
姊妹生命有所成長。
‧ 感謝主！林珍花姊妹已於 14/3(三)做了手術，一切順利。但醫生發現珍花胃
部有些微發炎，求主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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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第三個主日參與成人崇拜， 當日小組另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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