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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八年四月八日
門訓之旅：震撼生命、改變成長！

（第１３期）
梁鳳芯

今年柴灣堂將全面推動「門訓之旅」
，除包括以【每日讀經釋義】來開展
每天閱讀聖經的習慣外，也有期待以久的「門旅小組」
。這旅程從今年 10 月
起為期兩年，透過學習神對人的接納，以神的話來了解自己和神的家，讓生
命得到造就，成為合神心意的門徒。
究竟為何要成為門徒？如何成為門徒？最終又邁向什麼目標？在旅程
中如何震撼生命呢？
首先，馬太福音 28:19「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作門
徒是相信耶穌基督的人的召命和責任，是主耶穌頒下的大使命。因此，我們
作為相信和跟隨耶穌的，要問的問題，不應該是「究竟為何要成為門徒？」
反倒要問「為何我不成為門徒？」這才更值得我們深思。
此外，究竟如何成為門徒？在我們的旅程中，第一年會用上一套材料/工
具「《成為合神心意》Becoming What God Intended」
，當中包括學習神對人的
接納、檢視神那份特別的愛、認定人的價值、探討原生家庭與自我身份和罪
性、領受使命和回應。至於第二年的材料，教牧同工仍在物色中，也請大家
為這事禱告。究竟是否用上所謂的「材料」就能讓人成為合神心意的門徒呢？
答案不是材料或工具的問題，而是門旅過程中，會讓人有更新、轉化、蛻變
和成長，邁向成為合神心意和遵行神旨意的人。
最後，在旅程中如何震撼生命？在這一套材料中，陳牧師、Sa 姐和我是
先頭部隊，我們從去年起參與，生命已經歷了震撼和變化！先賣一個關子，
我們相信只要你能願意進入、你能真實地踏進參與、並能放開心懷讓神攪動
你的生命，你必然經驗那份「震撼生命、改變成長」的動力和生機！
但願耶穌基督的大使命吩咐：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
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
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9-20，能實踐在我們衆人身上。
誠心所願。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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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蒙漁夫生命輔導中心的陳子明老師蒞臨證道，本堂謹此致謝。
2. 「中國事工交流會–新時代下的策略和契機」於是主日下午 2:30，在中華
基督教會望覺協和堂舉行。
（九龍長沙灣東京街 18 號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
學／港鐵：長沙灣站 A2 出口）
3. 12/4(四)本堂同工與執事及堂委，往柴灣鯉魚門度假村舉行堂會退修，當
天辦公室將沒有同工當值，若有需要請與同工聯絡。
4. 「植堂、教會祈禱會」於 15/4(下主日)下午 1:30 在東貿禮堂舉行，懇請弟
兄姊妹出席參與。
5. 「培育部課程：舊約概覽」於 18/4-23/5(三) 晚上 8:00 至 9:30 在東貿禮堂
舉行。(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6. 1/7(主日)本堂將與小西灣堂聯合舉行堂慶崇拜，堂慶主題：
「恩典之約‧薪
火相傳」！歡迎弟兄姊妹投稿，數算上帝的恩約如何帶領我們走過的日子。
鍳於場刊編幅有限，我們會將收集的稿件及相片，存放於教會網頁，以供
弟兄姊妹瀏覽！
7. 「2018 兒童區生活營」於 17-19/7(二至四)在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恩青營(鞍
山探索館)舉行。
（報名：兒童區同工郭珮珊姊妹）
8.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20 位；青少年 30 位；兒童 46 位。
9. 上主日共收獻金$196,240.50。若肢體在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
姊妹查詢。
10. 同工放假如下：廖愛霖姑娘於 8-18/4；梁鳳芯姑娘於 13-15/4 參與區會退
修會。
11. 3 月份祈禱會出席總人次為 401 人。
聖週祈禱會出席人次
26/3(一) 27/3(二) 28/3(三)
51
52
52

29/3(四)
53

30/3(五)
100

「門訓之旅」簡介會
日期：6 月 3 日（主日）
時間：下午 1:30 至 2:30
地點：東貿禮堂
旅程：為期兩年，透過學習神對人的接納，以神的話來了解自己和神的
家，讓生命得到造就，成為合神心意的門徒。
目標：震撼生命、改變成長
查詢：陳偉文牧師

2018 週年聯合堂慶聚餐
日期：7 月 1 日（主日）
時間：下午 1:00-3:00
地點：北角富臨皇宮
費用：每位 $150（大小同價）
名額：264 人
內容：喜出望外、目不暇給、千載難逢
對象：本堂教友
是主日開始報名啦！鼓勵身為本堂教友的你踴躍參加。
備註：先報名、交費，餐券稍後派發
報名：早堂：趙錦蘭姊妹／中堂：鍾艷霞姊妹／午堂：陳鳳萍姊妹

會外消息
從腦到心：經歷父神的疼愛和接納
日期：4 月 23 至 27 日（一至五）
時間：上午 9:30-12:30 及下午 2:00-5:30
地點：宣道會北角堂真理樓地下禮堂
（炮台山港鐵站 B 出口往城市花園第六座）
內容：透過此課程，有助你更深入認識神的真理，從頭腦上的認知，進入
內心深處；不單是知識上的學習，而透過小組的歷程，更有助你把
真理轉化整合。整個課程有三個要素：
1.著重聖經教導
2.辨識我們內在扭曲的本能信念
3.教導與小組兼融，以期更有效地整合學習
講員：大衛‧艾克曼博士（David Eckman Ph. D.）
費用：全免（自由奉獻）
報名及查詢：可在網上報名 http://goo.gl/forms/Ri5z07yMZG9hOL7c2
或致電 9455-6521 查詢
截止日期：為方便預計參加者課本之數量，請於 10/4(二)前報名

每日代禱資料
8/4

星期日

為香港代禱
‧ 為香港的土地供應能有效地被運用禱告，好叫真正有需要的人士與家庭，
能得到照顧，得到應該有的尊嚴與待遇！
9/4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李順儀姊妹
‧ 求主祝福柴灣堂各人安好，世界和平。
‧ 求主幫助工作順利及身體健康快樂。
‧ 求主保守各人平安。
10/4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麥麗然姊妹
‧ 感恩神，讓自己有健康的身體照顧孩子及家人。
‧ 大兒子今年升小一，求天父帶領賜他合適的小學，並讓他有智慧應對升小
學的轉變。
‧ 丈夫工作忙碌，求主讓他有足夠的休息，並帶領他有追隨主的心。
11/4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吳文慧姊妹
‧ 工作方面非常忙碌，求主加力。
‧ 求主幫助聲樂班的預備。
‧ 感謝神！讀經有提醒。
‧ 為未信主家人禱告，願他們早日認識神。

12/4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吳美淇姊妹
‧ 為工作性質有所改變，求主幫助早日適應。
13/4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伍國和、馮潔玲家庭
‧ 感謝神！國和的父親願意參加福音主日崇拜，求上帝使用我們打開他的
心，又為母親禱告，求主幫助她也願意認識上帝。
‧ 潔玲近來經常頭痛，情況已有點改善，求主繼續醫治。
‧ 求主幫助兒子謙朗建立良好的品格，做個合神心意的孩子。
‧ 願我們一家在今年多讀聖經，認識親近神。
‧ 求神幫助賜我們勇氣，多跟親友分享福音。
14/4

星期六

為羅氏家庭（長沙灣基道堂，創啟地區）
‧ 感謝神8/4已在香港舉辦特會：
「新時代下的策略和契機」，公司今年4月初
會迎來15週年記念的日子，為此感謝神！
‧ 記念香港董事會通過了2018年經濟預算，為港幣992,800元，連同本地傳會
通過2018年的人民幣565,500元經濟預算，獎要負責籌募的擔子不輕。
‧ 下一期跨文化工人訓練班，將會在今年9月開始，至今已經在2對夫婦及一
位弟兄表示有興趣前來學習，屆時將會由另一位同工袁老師接任訓練的領
導一職，期望他能開創一個更適合國情的宣教工人訓練。請禱告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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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二季《每日讀經釋義》- 馬可福音
日期

8/4(日)

9/4(一)

10/4(二)

11/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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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11:20-33

1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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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44

13:1-37

14:1-9

14:10-31

本週代禱事項
‧ 12/4(四)本堂同工與執事堂委，往柴灣鯉魚門度假村舉行堂會退修，求主幫
助領袖們有美好的一天，團隊建立、生命分享。

兒青區聚會
2 歲半至六歲
小一至小六
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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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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天喜弟兄 （聖樂及青少年）
事工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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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珮珊姊妹*（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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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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