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日
你預備好未？

（第３３期）
葉永傑

近日常掛在口邊一句說話：
「你預備好未呀？」在暑假結束前一個星期，
是學生最努力、最繁忙的時候，因為他們會「拼上命」完成暑假的功課。因
此，代禱事項其中一項是「記念學生能夠適應開學的生活」。
思考到現今的青年人工作，同樣都要問這個問題：「今日教會預備好
未？」，對於教會現況，大部份教會都是缺乏年青一代，無可否認，「教會」
這個群體，已失去了對青年一代的吸引力；筆者有時與一些同行傾談時，都
會談及青年人參與教會的情況，而大多數都是「嘆氣及無奈」。
教會新的「五年計劃」中，其中一個重點要發展，就是「發展青年群體」
。
而今年著力推動的項目，就是「3點3崇拜」計劃。過去半年，大家可能會有
些好奇，尤其是參與第三週午堂崇拜的弟兄姊妹，就會發現該堂崇拜與早、
中堂崇拜有所不同。不同之處在於第一：多了一班青年人參與；第二：讚美
敬拜部份多了一首詩歌；第三：多了一群青年人事奉。
甚麼是「3點3崇拜」？
「3點3」就是每月第三週、第三堂(即午堂)崇拜的意思。而成立其目的有三：
1. 希望透過一個平台，加強青年牧區與成人牧區的連結，由崇拜平台開始；
2. 藉著這個平台凝聚青年人，於崇拜中營造活力氣氛，希望未來能接觸及
留下更多青年人，由中學、大專至初職。
3. 接觸現有只參與東貿崇拜而沒有返小組的青年人。
筆者認為，今時今日的青年工作，重點不再是活動，因為他們是「不缺
活動」的一群；相反，他們缺乏的是信仰所帶出的「真．生命」，他們想看
到「真．生命」的實體。因此，「3點3崇拜」這個平台，不單是讓青年人接
觸福音的平台，更重要是他們能夠在這平台中能夠有機會接觸「真．生命」。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
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13:34-35)
因此，今日我們預備好未？迎接著這個的群體，讓他們在教會中看到「真．
生命」。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願景：信徒在每一代以生命見證 活出基督的樣式 轉化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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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蒙海外基督使團執行主任梁松英醫生蒞臨證道，本堂謹此致謝。
2. 「中國交流分享會」於是主日下午 1:30 在東貿禮堂舉行，歡迎弟兄姊妹
踴躍參與。
3. 上主日發邀請信給 2019-2020 年度堂委選舉候選人，請肢體在神面前慎
重禱告並於 9/9(下主日)或以前遞交回條以示是否接受邀請。
4. 教會祈禱會於 6/9(四)下午 1:00 及 7/9(五)晚上 8:00 舉行，鼓勵弟兄姊妹
同心禱告。
5. 洗禮班於 16/9-16/12(主日)中午 11:45-1:15 在東貿 1-2 號房間舉行。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6. 「2019 全年好日曆」接受訂購，歡迎弟兄姊妹購買。截止購買日期為
16/9(主日)。(早堂-鄭禮謙姊妹、中堂-歐娟姊妹、午堂-陳鳳萍姊妹)
7.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42 位；青少年 32 位；兒童 51 位。
8. 上主日共收獻金$103,758.30。8 月份共收獻金$574,544.00。若肢體在兩週
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9. 同工放假如下：陳偉文牧師於 2-4/9；陳天喜弟兄於 4-6/9。
10. 8 月份祈禱會出席總人數為 103 位。
八月堂會通過在九月為漁夫生命輔導中心籌募經費，肢體如有感動，
請在捐封註明。簡介如下：
漁夫生命輔導中心於 2004 年在東莞市內一個專門從事對吸毒者、愛
滋病感染者及病人關懷救助、心理支持和職業技能輔導的社會組織，務求
通過系統的康復訓練，完成從吸毒者到正常人甚至義務禁毒宣傳員的培訓
輔導，讓戒毒者重新適應社會、真正回歸社會。
東莞漁夫生命輔導中心的宗旨是以耶穌基督的信仰、愛心，免費協助
戒毒康復者全人康復，協助政府及相關單位推行反毒，戒毒活動，並積極
訓練戒毒康復者成為禁毒工作者。
2018 年 9 月份教會祈禱會
日期
時間
6/9(四)
下午 1:00
7/9(五)
晚上 8:00
16/9(日)
下午 1:30
20/9 (四)
下午 1:00
21/9 (五)
晚上 8:00
逢星期日
上午 7:30

主題
耶穌的禱告 II
耶穌的禱告 II
植堂祈禱會
為受迫害國家禱告 – 利比亞
為受迫害國家禱告 – 利比亞
教會祈禱會

差傳之夜
由 9 月 2 日至 9 月 23 日將有四個差傳主日，分別邀請了不同的宣教單位前
來分享差傳信息，目的是開我們眼界認識神在各地的宣教工作，激發我們以
不同方式實踐大使命。
今年 9 月 22 日將有「差傳之夜」
，主題為「差傳 123 –開我們眼界．動我們
的心」
，內容是留尼旺和烏干達兩隊海外訪宣隊，分享他們的跨文化訪宣體
會。請大家踴躍報名參加，一同支持他們在服事中的學習﹗
日期：9 月 22 日(六)
／
地點：東貿禮堂
時間：晚上 6:30 至 9:30 (設有國際美食，請自備餐具)
備註：設有 7 歲以下之兒童託管
截止日期：9 月 16 日(主日)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9 月差傳月活動一覽表
以下是整個差傳月的活動列表，盼望神使用每一個聚會，來打開我們的眼界，
認識神在各地的宣教工作，激發我們以不同方式來實踐大使命。
差傳主日信息分享
日期
宣教單位
講員
9月2日
海外基督使團 OMF
梁松英醫生
9月9日
恩光使團 Christar
楊嘉健傳道
9 月 16 日 本堂宣教師
廖愛霖宣教師
9 月 23 日 敞開的門 Open Doors 鍾輝揚牧師
中國交流分享會
日期
時間
地點
9月2日
下午 1:30
東貿禮堂
內容：分享在中國交流服事的經歷和體會
差傳之夜
9 月 22 日 晚上 6:30 – 9:30
東貿禮堂
內容：留尼旺和烏干達之跨文化體驗
因著信：尼日利亞分享祈禱會
9 月 28 日 晚上 7:30 – 9:00
東貿禮堂
內容：來自尼日利亞的拿娥米(化名)，將分享她的丈夫和教堂遭受穆斯
林極端主義份子的暴力殺害。因著信，經歷神信實的供應來養活家庭，
並賜她饒恕的力量。

2019-2020 年度柴灣堂堂委選舉專欄
以下名單中的弟兄姊妹（排名不分先後）
，跟據柴灣堂典章，經提名小
組（堂主任及兩位現任堂委）提名，為合資格的堂委候選人，需於 9/9/2018
或以前回覆是否願意接受提名。
請弟兄姊妹為他們的事奉路向及心志祈禱。
黃天華弟兄 黃志芬姊妹 郭碧鳳姊妹 林志強弟兄 伍寶秀姊妹
麥雯卿姊妹 姚順彩姊妹 勞惠卿姊妹 陳志英弟兄 莫耀平弟兄
麥超祺弟兄 王彩娣姊妹 黃敏玲姊妹 黃嘉迪姊妹 區美蘭姊妹
曾美玲姊妹 譚燕瑞姊妹 葉娟雲姊妹 羅美蓮姊妹 李慧蘭姊妹
葉明皓弟兄 歐 娟姊妹 陳玉芳姊妹 廖明禮弟兄 吳潤洪弟兄
陳幗徽姊妹 溫遠光弟兄 卓銘信姊妹 劉兆強弟兄 黃惠珍姊妹
鄭一龍弟兄 陳珮華姊妹 廖香城姊妹 曾偉明弟兄 陳智明弟兄
蔡靜雯姊妹 區嘉樂弟兄 馮美寶姊妹 彭耀佳弟兄 梁遠光弟兄
侯蕙燕姊妹 蔡玉英姊妹 黎燕芳姊妹 蘇麗珍姊妹 黃敏兒姊妹
朱文正弟兄 黎 明弟兄 郭秀嫻姊妹 林美珊姊妹 李慧萍姊妹
呂慧敏姊妹 吳文慧姊妹 王敏瑛姊妹 丘桂珍姊妹 曾月華姊妹
張玉英姊妹 叢錦英姊妹 李玉琴姊妹 陳梅枝姊妹 李劍儀姊妹
林曉榮姊妹 劉永聰弟兄 姜貴來弟兄 周志文弟兄 張寶惠姊妹
方意蘭姊妹 黃鳳翠姊妹 區振光弟兄 方惠蓮姊妹 賴淑霞姊妹
黎燕芬姊妹 王健瑛姊妹 楊美儀姊妹 黃禮光弟兄 姚根英姊妹
何國良弟兄 陳嘉慧姊妹 鄭寶玉姊妹 趙錦蘭姊妹 何敏兒姊妹
劉秀英姊妹 李玉蓮姊妹 陳孟宣弟兄 陳志競弟兄 張瀚懷弟兄
林顯基弟兄 劉耀泉弟兄 葉錦清弟兄 陳春花姊妹 龍桂崧姊妹
吳文慇姊妹 黃揚芳姊妹 曾富超弟兄 林鳳儀姊妹 鄭劍強弟兄
阮賜業弟兄 張美華姊妹 張玉清姊妹 鄧淑雯姊妹 何小屏姊妹
李沚珊姊妹 黃君悅姊妹 陳思穎姊妹 馮閑鳳姊妹 林子彭弟兄
吳凱詩姊妹 趙淑清姊妹 鍾艷霞姊妹 林慧玲姊妹 李曼玲姊妹
梁玉蓮姊妹 陸基恩弟兄 馮夏萍姊妹 高小慧姊妹 劉佩玉姊妹
韋碧雲姊妹 阮妙玲姊妹 容心怡姊妹 鄭維珍姊妹 郭嘉裕姊妹
顧 梅姊妹 黎海燕姊妹 鄭禮謙姊妹 周貴芳姊妹 李月英姊妹
楊美珠姊妹 余楚珍姊妹 植浩文弟兄 何志聲弟兄 王昌文弟兄
陳佩華姊妹 侯俊鵬姊妹 謝德華弟兄 歐陽婉玲姊妹
                       
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典章第三章第二十三節──堂委資格
1. 兩年以上之本堂教友（即 2016 年 9 月前加入本堂）及年滿二十一歲（即
1997 年 9 月前出生）
；及
2. 經常參加本堂主日崇拜（全年必須出席三份之二以上）；及
3. 經常奉獻本堂月捐及其他捐項（過去一年內有六個月或以上有奉獻）
。
其他提名
如有弟兄姊妹欲加入候選名單，可請五位或以上本堂教友聯署提名。請於
是日內向董美琴牧師遞交提名文件。
                       

2018 年讀經運動：第四季
2018 年讀經計劃差不多到了最後一季了，相信弟兄姊妹在這讀經運動中，
已經享受了不少讀經的樂趣。唯有一些弟兄姊妹於上三次未有購買《每日
讀經釋義》
，在第四季來臨前，如果也想使用《每日讀經釋義》的肢體，可
往收費報名處購買（普通版$25；大字版$30）
。又如您已在年初登記買《每
日讀經釋義》
，現在不需要印刷版了，也請與辦公室聯絡，好讓我們取消您
的購買登記。
招募插花事奉人員
招募︰10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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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代禱資料
2/9

星期日

為香港代禱
‧ 性侵犯事件不時發生於職場、堂會及機構等之內，大多數性騷擾或性侵犯
個案，不曾公開揭發與舉報，只因受害者不知於現有機制應向誰人作出申
訴，又害怕所說的不被接納而破壞了原有關係。求主憐憫，讓組織領導層
聆聽真相，認真處理個案，對受害者表達憐愛，申訴得到認同，羞辱得釋
放！
3/9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劉佩玉姊妹
‧ 為右手肩周炎及膝蓋的痛祈禱，求主保守醫治。
‧ 求主幫助兒子能快快認識主耶穌，接受福音。
‧ 為孫兒可以早日安排到香港祈禱，現在他已兩歲，未來要預備入讀幼稚園。
4/9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李麗群姊妹
‧ 丈夫早前跌倒，需要入院留醫，求主醫治保守，讓他能早日康復。

5/9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李曼玲姊妹
‧ 感謝主賜自己及家人每日都有喜樂、平安。
‧ 求主保守登革熱症快遠離香港，再沒有新症。
6/9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李玉芷姊妹
‧ 感謝主，生活上一切都安好。
‧ 為小兒子陳思俊禱告，今年將面對 DSE 考試，求主保守。
7/9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李玉蓮姊妹
‧ 感謝神！可以完成「婦女自在人生」第一階段。
‧ 感謝主保守順利完成建道神學院三日兩夜的靈修營，當中有很多得著。
‧ 求主保守能夠完成兩年的門旅。
‧ 求主保守母親鄭秀珍、家人及「心靈 high high tea」小組的所有組員有身
體健康。
8/9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米露家庭（油麻地基道堂，東南亞城）
‧ 大喜訊！遠在非洲南蘇丹，克利科語(Keliko)族群的信徒，在這個月11日慶
祝他們新約全書誕生，並且差會工場興奮地公佈這是我們第1,000個完成的
新約聖經翻譯。為此我們感謝上主！
‧ 上次提及圖書條碼系統，阿米已將第一批條碼送到工場及完成初步測試。
感謝主在試運階段發現了一些問題，這樣我們就可以在正式運作中避免同
樣問題發生了。
‧ 我們仍未有足夠人手協助貼上條碼，請大家為我們祈禱。若你有興趣過來
工場幫一把，歡迎跟我們聯絡。
‧ 暑假是孩子們最開心的時間，他們也參加了一些活動，營會等。紫米露的
中學已有著落，月底會有幾天適應班，請為他開始中學生活祈禱。他的牙
齒也有些問題需要處理，求主保守。
‧ 阿露協助工場財務工作繁重，七月份也病倒了，現在慢慢康復，請為她的
健康祈禱。
主題經文：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 （彼得前書 4:7）

2018 年第三季《每日讀經釋義》以賽亞書
日期

2/9(日)

3/9(一)

4/9(二)

5/9(三)

6/9(四)

7/9(五)

8/9(六)

經文

17:1-14

18:1-7

19:1-15

19:16-25

20:1-6

21:1-17

22:1-14

本週代禱事項
‧ 上主日發邀請信給 2019-2020 年度堂委選舉候選人，求主讓肢體在神面前慎
重禱告，先謙卑順服求問神指引，然後決定是否接受邀請。
‧ 6/9(四)婦女區 YMCA 長者福音聚會：求主使用婦女們準備的福音粵曲和生
命見證，能與參與者分享基督信仰，願主感動長者們能思考生命的義意。
‧ 姜貴來弟兄患上三期腸癌，求主幫助醫生設計合適的治療方案，又預備工作
上的安排妥善！更求主賜下兩夫婦有安穩的心去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
‧ 會友鄧笑顏姊妹於 9 月中接受電療化療！求主加力，又求主保守類風濕關節
炎不會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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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