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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第２８期）
走一趟信心之旅
廖愛霖
柴灣堂今年的主題是「改變我：以神的話突破生命限制」
。從個人層面
來說，我們仍然可以在 2018 年結束前，為自己的屬靈生命作出檢視，並繼
續尋求更新改變和突破的機會。若從教會層面來說，則看見這不是一個口號，
而是屬靈生命不斷經歷信心的擴張，堅定地走一趟信心之旅的開始。
就以今年訪宣和門旅的參與上，均展現出激勵人心的信心見證。首先，
本年度新增設了兩隊海外訪宣隊，分別前往留尼旺和烏干達進行訪宣體驗；
在受宗教條例限制的國家中，帶著戰兢的熱心參與交流和服事。有些隊員更
需接受籌款的信心挑戰，然而，每一隊也經歷神超額的供應外，行程中也體
驗了神的保守和看顧，大大增加了他們對神的信心。此外，本年度參與訪宣
和交流的人數共有 44 位，更是突破了過去五年參與訪宣的人數。另一方面，
蘊釀和籌備多時的門訓之旅，也讓我們看見共有 22 位肢體願意委身兩年，
一起追求生命轉化和成長，銳意活出效法基督的生命。各人的參與均提醒我
們每個生命在作決定委身前，內心必定經歷過不同的掙扎和挑戰，才願意踏
出信心的一步展開旅程。
也許你是以上的參加者或是後方的支持者，我們都需要在信心上繼續成
長，就如彼得的信心也不是一日可以鍊成的，他的生命也經歷跌跌碰碰，但
一步一步被主的愛顧和提醒，塑造他成為大有信心的門徒。從耶穌履海的經
文中（太 14：22-36）
，發現彼得面對信心的考驗，當中的信心 FAITH，這
五個英文字母可以成為我們信心成長的秘訣：
F : FOCUS–專注於耶穌身上
這是我們信心的對象。彼得一開始是以信心走往耶穌裡，只因看見身邊
的風浪，感受威嚇而將視線轉離耶穌，這更提醒我們人是很容易受看見
環境的問題，影響我們對主的信心。無論我們面對生活任何境況，更需
要刻意在凡事上專注於耶穌是與你同在的神。
A：ANCHORED – 扎根在神的話語
I ：IN
T：TRUTH
這是我們信心的來源。經文中耶穌只說了三句話，卻反映出祂的本性。
祂的話是帶著應許，教訓和督責。當我們願意扎根在神的話語，我們的生命
才能繼續深化成長，對神的信心也更深被堅固。
H : WHOLEHEARTEDLY – 全心全意信靠神
這是我們信靠神的態度。信心也有信靠的意思，就是全心全意抓住信仰
的對象堅持不放。
人生就是要走一趟信心的旅程，無論我們現正面對任何境況，祝福你能
用得上這 FAITH 來認定耶穌在你生命的真實性和超然性。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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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會祈禱會於 2/8(四)下午 1:00 及 3/8(五)晚上 8:00 舉行，鼓勵弟兄姊妹
同心禱告！
2. 因培元幼稚園進行維修工程，故寶寶崇拜將於是主日至 12/8(主日)改在
柴灣堂幼兒園舉行，時間上午 10:00-11:30。請家長於上午 11:30 在門外
等候接回子女，請勿按門鐘，以免影響小學級崇拜進行。
3.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296 位；青少年 30 位；兒童 42 位。
4. 上主日共收獻金$49,029.30。本月至今獻金共 $592,129.50。若肢體在兩週
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5. 同工放假或出外如下：葉永傑先生及陳天喜弟兄於 29-31/7 參與飛躍夏令
營；林慧儀姊妹於 31/7-1/8 放假；林志文牧師及郭珮珊姊妹於 1-4/8 往中
國南部交流；麥浩倫先生於 3-14/8 往烏干達訪宣。
2018 年 8 月份教會祈禱會
日期
時間
2/8(四)
下午 1:00
3/8(五)
晚上 8:00
16/8 (四)
下午 1:00
17/8 (五)
晚上 8:00
19/8(日)
下午 1:30
逢星期日
上午 7:30

主題
耶穌的禱告 I
耶穌的禱告 I
為受迫害國家禱告 – 厄立特里亞
為受迫害國家禱告 – 厄立特里亞
植堂祈禱會
教會祈禱會

福音主日
香港人每天活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裡，可有時間思考人生旅程必會面對的生、
老、病、死、悲、歡、離、合的話題。我們盼望藉著聖經信息能與未
信主的親友，一同思考福音對我們人生的意義。鼓勵大家邀請未信主
朋友，前來教會認識耶穌基督的福音信息。
日期：8 月 12 日（主日）
／
時間：上午 8:30、10:15、中午 12:00
講員：廖愛霖姑娘
「精神健康急救課程」
主辦：香港心理衞生會
簡介︰ 社會發展迅速，生活及工作壓力日增，都市人出現情緒及精神問題愈
趨普遍，
「精神健康急救」因應這需要，培訓參加者辨識常見的精神
及情緒問題，並學如何在當事人未得到專業幫助前，如何提供較有效
的及早協助介入工作。今次課程特別為教會的需要加入了「朋輩支援
復元概念」
。
日期：8 月 18、25 日（六）
／
時間：上午 9:30 - 下午 5:00
地點：東貿禮堂
／
費用：$700
查詢：香港心理衞生會（電話：2528-4656）
報名： 向辦公室同工索取報名表，填妥後透過電郵（dce@mhahk.org.hk）或
傳真（2357-4577）予香港心理衞生會社區教育部區敏怡小姐

‧
‧
‧
‧
‧

‧

‧
‧
‧
‧

天氣惡劣時教會聚會安排
1、3 號颱風 / 黃色暴雨 - 所有聚會正常。
紅色暴雨 - 小學生及幼稚級聚會取消。
8 號或以上颱風 / 黑色暴雨 － 崇拜及其他聚會取消（包括成人
崇拜、兒童崇拜、青少年崇拜、小組、主日學、會議、活動等）
。
若聚會前兩小時，8 號或以上颱風及黑色暴雨訊號除下，聚會將
會如常進行。
原定被安排負責當日崇拜事奉崗位的弟兄姊妹，若情況惡劣不宜
出席，可致電通知同工另作安排。
（適用於 1、3 號颱風/黃色暴雨
/紅色暴雨）
任何天氣情況下，請弟兄姊妹以自身安全為首要考慮條件，參考
天文台及政府有關部門發出之各項警告訊號，留意實際交通情況，
自行決定是否適宜參加教會聚會。
青少年更應先得家長同意。
天氣惡劣時辦公室工作時間安排
1、3 號颱風 / 黃色/紅色暴雨 － 照常辦公。
8 號或以上颱風 / 黑色暴雨 － 暫停辦公。
若上午 9:00、下午 2:00、晚上 6:00 前除下惡劣天氣警告訊號，則
於 2 小時內恢復該節工作。
若在時限後除下，則該節工作暫停。

8 號或以上颱風 / 黑色暴雨警告：
8 號或以上颱風 /
時段
黑色暴雨警告
上午 6:30 懸掛
早堂崇拜
上午 6:30 除下
(8:30 – 9:45)
上午 8:15 懸掛
中堂崇拜
上午 8:15 除下
(10:15 – 11:30)
上午 10:00 懸掛
午堂崇拜
上午 10:00 除下
(12:00 – 1:15)

主日崇拜
取消
如常進行
取消
如常進行
取消
如常進行

因應 8 號或以上颱風 / 黑色暴雨警告而取消崇拜，鼓勵弟兄姊妹
保持心靈上的敬虔，在家中進行敬拜：
1. 敬拜態度：主日為聖日，應當分別為聖，尊崇主
2. 敬拜行動：透過教會在電郵或網頁上提供的主日週刊，以詩歌、
讀經、默想/分享經文、禱告等，來敬拜上帝

會外消息
生命傳遞愛
主辦：東區醫院院牧部
日期：2018 年 9 月 14 日至 2019 年 3 月 15 日（五）共 12 堂
時間：晚上 7:30 至 9:00
地點：東區醫院主座三樓職員休息室
費用：$600（全科）/ 每堂$80（選科）（現任東區醫院義工，費用全免）
課程目的： 培訓信徒的關懷心志與能力，藉專題、討論、活動等，讓學員
對關懷有新的醒覺和發現，讓他們在知識、技巧和態度上獲得
幫助，從而能更有效的關懷病人各方面的需要，並在彼此鼓勵
和支持下，發展關懷病人的事奉心志。
日期
主題
講員
14/9 關顧的藝術-當我所愛的人 林偉廉牧師(本院主任院牧)
病了
28/9 社會資源的運用
黃婉容女士
12/10 精神健康急救
廖廣申醫生
(本院精神科顧問醫生)
26/10 關懷者的素質-同理聆聽的 林偉廉牧師(本院主任院牧)
藝術
9/11 伴你同行-癌症病人的關顧 陳娟醫生
與治療
(本院腫瘤科顧問醫生)
23/11 老有所需-老年病人的關顧 陳銳堅醫生
與治療
(本院內科副顧問醫生)
14/12 談笑用兵-預防中風
莫月娥護師
(本院中風科顧問護師)
11/1 關懷者的身心健康
林偉倫博士
(臨床心理輔導學家)
25/1 談何容易-心靈評估
盧惠銓牧師
(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總幹事)
15/2 如何面對哀傷離痛
王美玉院牧(本院資深院牧)
1/3
探訪技巧
羅麗芳院牧(本院資深院牧)
15/3 生命傳遞愛-關懷者的掙扎 林偉廉牧師(本院主任院牧)
與成長
截止報名日期：26/8（主日）
查詢：2595-5507（彭小姐）
報名︰早堂-郭金玲姊妹、中堂-侯蕙燕姊妹、午堂-王嘉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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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代禱資料
29/7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求主加能賜力給教會的同工，在這兩個月分別有安息禮拜、訪宣隊、生活
營、平日學及各項大小活動等，保守我們身心靈健康強壯，存喜樂的心做
好手上的工作，建立弟兄姊妹有活潑的靈命，為主作美好見證！
30/7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蔡仲愛姊妹
‧ 求主保守家人有平安、身體有健康！
‧ 求主憐憫，世界有和平，人人有安康！
31/7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朱愛芬姊妹
‧ 感謝神一路的看顧，求神帶領一家在日後的日子，不要偏離神的道！
1/8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朱佩蓮姊妹
‧ 求主保守出入有平安！
2/8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鍾淑賢姊妹
‧ 為未信主的丈夫祈禱，讓他能接受及認識主耶穌。
‧ 求主保守醫治患有膀胱癌的妹夫志宗，能得到有效的治療。
‧ 感謝主！家人及女兒在工作、家庭上，都一切順利安好，求主繼續保守！

3/8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鍾婉蘭姊妹
‧ 求主保守母親莫雅頌的身體有健康！
‧ 求主幫助自己能做到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
此聯絡。
4/8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李世樂家庭（宣道會柴灣堂，日本）
‧ 感謝上帝的引領，第三期宣教經費籌募在進展中達90%，深信在8/8上機日
前會達標。
‧ 最後不足一個月話别安排頗多，加上世樂媽媽家傭回印尼兩週，要在日間
到青衣協助，日程變得緊湊，但珍惜共聚時刻，求主加力、保守。
‧ 日本工場，三陸希望基督教會持績有變數，求教會元首掌管，一切能按照
祂的心意成就，樂屏心不望風高浪急，只見恩主耶穌。
‧ 我們在釜石的宿舍本週進行維修，求主保守工作人員平安，協助監督的東
北領導Dave也蒙主加力，一切能順暢完成。
烏干達訪宣(3-14/8)
烏干達訪宣隊還有幾天就要出發，懇請大家記念，為我們代禱。讓我們分別
在前方與後方一起合力參與上帝國度的福音工作！
1. 記念我們所乘搭的航班：
去程：香港機場(2/8)  埃塞俄比亞轉機(3/8)  到達烏干達機場(3/8)
回程：烏干達機場(13/8)  埃塞俄比亞轉機(13/8)到達香港機場(14/8)
2. 記念我們於當地的服事：
‧ 首都華人教會主日崇拜
‧ 西北部中學的福音聚會
‧ 西北部小學的佈道會
‧ 村莊探訪、維修及製作兒童康樂設施等
3. 記念我們的代禱需要：
‧ 求主保守團隊 9 人(麥浩倫、張安行、曾偉明、姚根英、呂慧敏、容心
怡、林美珊、麥寶珠、吳少怡)與祂有美好的關係，常存愛別人和喜樂
的心，有健壯的身心靈在工場服侍，並能適應當地的天氣、環境和文
化。
‧ 願主悅納並使用我們所預備的一切事工，賜福我們所接觸的每一位烏
干達人和華人，讓他們能夠經歷主的愛和得著耶穌基督的救恩。
‧ 求主保守我們團隊有合一的心，能夠彼此相愛、互相扶持和補足。
‧ 求主幫助我們跨越語言的障礙，賜下語言的恩賜，使我們能夠勇敢與
當地人溝通和分享福音。
‧ 求主開拓我們的視野，看到更多上帝福音禾場的需要，又賜我們有謙
卑學習的心，願意承認自己的有限，接納別人的限制和文化上的差異。
主題經文：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
穌基督奉獻上帝所悅納的靈祭。」
（彼得前書 2:5）

2018 年第三季《每日讀經釋義》箴言
日期

29/7(日)

30/7(一)

31/7(二)

1/8(三)

2/8(四)

3/8(五)

4/8(六)

經文

22:17-29

23:1-35

24:1-22

24:23-34

25:1-28

26:1-28

27:1-27

本週代禱事項
‧ 感謝神，中國西南交流的弟兄姊妹平安回來，求主幫助他們手所作的，為主
結出生命的果子！
‧ 29-31/7(日至二)飛躍牧區會有青年夏令營，今次會與信義會信樂堂一同合辦，
共 43 人參與。營會主題：
「跳出框框」
，求主讓整個活動都能順利，讓每一個
參與者都能夠享受整個營會；31/7(二)上午有特會，求主透過當日的訊息，讓
參與者明白上帝對他們的心意。
‧ 1/8(三)第一隊共 11 人會到中國南部交流，第二隊共 10 人於 4/8(六)會合，
5/8(日)一同回程。願賜平安的主與兩隊弟兄姊妹同在，保守這次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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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牧師
牧師
宣教師

培元
幼兒園
柴房

：董美琴牧師
：陳偉文牧師、林志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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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