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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相愛、彼此服事
梁鳳芯
彼得前書 4:8-10「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
的好管家。」
彼得在這裡提醒我們，要彼此相愛。然而耶穌基督早已經在約翰福音
13:34 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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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愛是源於耶穌基督，是充滿饒恕、恆久忍耐和完
全的愛。或多或少，愛是衝突中的潤滑劑，能使人與人之間的磨擦減低甚至
消除。
因此，教會的根本特質，就是弟兄姊妹能彼此相愛。如果一個教會裡看
不見弟兄姊妹彼此相愛，那麼它已經失去教會應該要有的本質了。
至於我們教會，弟兄姊妹彼此間也能相愛嗎？也能彰顯出這個特質嗎？
我們的其中一個核心價值，就是「委身相愛」
，究竟我們有沒有盡力的在教會
中彰顯呢？究竟我們又可以如何實踐出來呢？
彼得也提醒我們，要互相款待、彼此服事。同樣，耶穌基督也早在馬太
福音 25:40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
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意思是當我們對待別人，應該好像對待耶穌
一樣，要甘心彼此服事，好像服事基督。因此，如果我們接待弟兄姊妹好像
接待耶穌基督似的，我們便能真正實踐祂所命令的彼此相愛的生活了。
「彼此相愛」是建立神家的重要根基，而「彼此服事」則是實踐彼此相
愛的關鍵方法。弟兄姊妹，你會如何去執行彼此相愛的命令？你又會如何去
實踐彼此服事的使命呢？
相信大家也會留意到，自今年 7 月起，在崇拜堂與堂之間有「柴堂休閒
閣」的服侍。我們的 6 個成員，盼望能藉著這個的服侍，加強肢體相交和委
身相愛的機會。以下是明年的招募，盼望你們也能加入這個實踐彼此相愛的
使命啊！
2019 年：27/1, 24/2, 24/3, 28/4, 26/5, 23/6, 28/7, 25/8, 22/9, 27/10, 24/11
時段：早、中堂之間(上午 9:45-10:10)；中、午堂之間(上午 11:30-11:55)
報名模式：可由區/部/小組/個人/夫婦/家庭…等所組成，以自願性的報名參
與服侍。
服侍要求：4-5 位「接待天使」
，主要負責飲品（如泡咖啡/茶）和食物（買
/自製）的安排，於上午 9:30 到達協助和完成後收拾。
相信我們都很想在教會裡實踐彼此相愛、彼此服事，鼓勵你組隊前來找
我報名參與「柴堂休閒閣」
，成為柴堂的「接待天使」
，活出耶穌基督彼此相
愛的教導，彰顯基督的愛。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使命宣言：我們植根柴灣，訓練門徒，走進人群，建立基督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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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上主日派發 30 週年堂慶紀念品給弟兄姊妹(每一個家庭一把「直骨雨傘」)。
另外，已購買之弟兄姊妹，請到報名收費處領取。
2. 28/10(下主日)培育部有「好書推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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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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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小西灣堂及柴灣堂合辦：
「回顧展望感恩祈禱會」於 24/11(六)晚上 7:00 至
9:00 在東貿禮堂舉行。
5.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12 位；青少年 25 位；兒童 51 位。
6. 上主日共收獻金$117,871.30。本月至今獻金共 $332,910.10。若肢體在兩
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7. 董美琴牧師於是主日放假。

柴堂休閒閣
日期：28/10 (下主日)、25/11 (主日)
時段：早堂、中堂之間(9:45-10:10)；
中堂、午堂之間(11:30-11:55)
地點：東貿 1-2 號房
備註：
「深化關係」小組以簡便的咖啡、
茶和小吃來與弟兄姊妹分享，歡
迎大家預留時間前來交誼相聚、
委身相愛。

植堂異象分享會
柴灣堂植堂異象萌於 2014 年。我們計劃 2019 年初於牛頭角開設崇拜。我們
誠意邀請各位弟兄姊妹，一同分享這植堂的異象，也為植堂事工祈禱。
日期：10 月 28 日(下主日)
時間：下午 1:30
地點：東貿禮堂

2018 年迎新愛筵 …. 歡迎你來參與！
日期：11 月 4 日(主日)
時間：下午 1:30 至 3:00
地點：柴灣堂幼兒園
對象：2018 年度開始參加教會聚會的肢體、本年度的洗禮者或新來賓
目的：讓我們彼此認識，鼓勵大家愛神、愛人和投入教會生活﹗
內容：飲飲食食、詩歌敬拜、FUN FUN 樂趣和福音見證分享等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東區醫院報佳音
日期：12 月 24 日(一)
時間：晚上 6:00 至 9:00
地點：東區醫院各病室
集合地點：東區醫院主座大樓三樓那打素小禮拜堂
備註：參加者須接受防感染訓練，如未曾接受訓練或証書已超過兩年者，
可考慮以下日期：20/10、30/11、15/12(下午 3:00 至 5:00)
或 24/12 (下午 5:00 時至 6:00)
截止報名：11 月 11 日(主日)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每日代禱資料
21/10 星期日
為世界代禱
‧ 最近，中美貿易戰帶來兩國人民不少的衝擊，求主幫助事件可以快快平息，
並有真正的公平貿易在其中，人民得著應得的利益，上帝的平安在其中！
22/10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黃少芝姊妹
‧ 感謝神！保守自己生活健康及工作順利。

23/10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丘桂珍姊妹
‧ 感謝神生活上一切安好。
‧ 為未信主的丈夫黎來秤早日認識福音、得救共享天恩。
24/10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丘玉珍姊妹
‧ 感謝神家中各人健康及工作蒙恩。
‧ 為未信主的丈夫李子強、兒子李少良願意打開心門接受主，認識福音的大
能。
‧ 求主賜福孫兒快樂健康地成長。
25/10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阮妙玲姊妹
‧ 感謝神，日子雖平淡，但自己時刻常存感恩的心。
26/10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余楚珍姊妹
‧ 感謝主的恩賜和帶領，自己和家人有平安和喜樂的心靈。
‧ 近日母親膝蓋痛和腳水腫，求主醫治和看顧。
‧ 求主感動未信主的家人，能早日信靠主。
27/10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蔡明康夫婦（宣道會宣愛堂，日本）
‧ 願教會能繼續成為日本的祝福，吸引更多人有聽聞福音的機會。
‧ 為我們要面對MoMo離開後的心情及適應禱告，求主安慰及加力。
‧ 為我們在教會崇拜的事奉禱告，並要開始為山形縣教會的普通話崇拜作準
備，求主加力及裝備。
‧ 為淑賢的父母祈禱，求主讓他們經歷從神而來的平安，得著並接受救恩。
又為明康的父母禱告，求主保守他們有健康的身、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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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四季《每日讀經釋義》以賽亞書
日期

21/10(日) 22/10(一) 23/10(二) 24/10(三) 25/10(四) 26/10(五) 27/10(六)

經文

59:1-21

60:1-22

61:1-11

62:1-12

63:1-19

64:1-12

65:1-16

本週代禱事項
‧ 最近，教會多有弟兄姊妹及家人患病，求主憐憫，叫我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
給神，因為他顧念我們；同時，務要謹守、警醒，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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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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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