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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愛‥…改變

（第４３期）
李玉蓮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
的竿，都安穩我。」(詩篇 23:4)。人的一生從醫院開始「出世」
，到最後在醫
院結束「死亡」，可以在醫院的病床，還有在家人陪伴下離世，實在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回想 2011 年 5 月我的女兒是在急症室的病床上獨個兒離世，
醫生跟我說了一句話就是「對不起！我已經盡了力。」醫生說完這句後，我
沒有呼天搶地、更加沒有做一些令家人擔心的事，因為我愛我的女兒、愛我
的丈夫、愛我身邊的人，我要改變，依靠神。當處理完女兒的事後，我需要
回東區醫院覆診，我感受到這個地方充滿絕望和哀哭，我深信神的愛會改變
人有盼望，這裡是一個禾場，雖然會流淚撒種、但必歡呼收割！所以我就報
讀東區醫院院牧部床邊佈道探訪義工，經過一年課堂和實習，終於在 2014
畢業。我們出隊探訪前一定先祈禱、求引領、賜智慧。某一晚，我如常探訪，
剛巧收到朋友的信息可否幫忙探訪另一個朋友的女兒，我當然話可以。我按
著她給我的樓層、床號找，但找不到，反而找到一個很久沒有見面的街坊嫻
姐，當我們四目交投時，那種感覺就像失散多年的親人再度重逢的，那種感
覺實在難以形容，原來嫻姐患了癌症已經十多年，病情反反覆覆、時好時壞，
現在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全身器官，但是，她的樣子看來一點兒病都沒有，面
上還充滿笑容，她笑著對我說已經安排了「身後事」，不過，有些問題仍未
解決？她知道我是基督徒，就想知道怎樣能夠成為一個基督徒，因為她看了
歌星鄭秀文的見證，她怎樣由嚴重的抑鬱，到後來信了耶穌後，變得開朗又
積極，更加不明白人死後會去到耶穌那裡！我跟她解釋如果想到耶穌那裡，
惟一就是做基督徒，無奈嫻姐的丈夫是佛教徒，嫻姐愛丈夫，不想丈夫因自
己改信耶穌而不高興，我就說「只要信、不要怕！」當嫻姐的丈夫探訪她時，
嫻姐就開口問丈夫可否讓自己信耶穌，丈夫沒有太大反應，反而默默握著嫻
姐的手支持她信耶穌，惟一解釋就是聖靈感動她的丈夫，這就是愛，我就立
即帶領嫻姐決志信耶穌，第二日我找了院牧再確認嫻姐堅決信耶穌！當晚嫻
姐很高興與她的親人說自己已經成為基督徒，而我都充滿憧憬，怎樣帶嫻姐
返教會崇拜，之後洗禮加入教會！誰不知第三日早上嫻姐已經「息勞歸主」
了！當時真的不能接受。如果前晚不是丈夫愛妻子的話成全太太的遺願信耶
穌，今天就只會遺撼一生。雖然嫻姐只做了 24 小時的基督徒，但我知道嫻
姐已經被「愛」環繞著離開，去到耶穌的身邊！
弟兄姊妹，
《愛》化仇敵、解怨仇、能醫百病！《愛》能改變一切！
*註嫻姐是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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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弟兄姊妹到 12 樓 B 單位外索取「竹居台 2019 年月曆」
。（每個家庭
取一份）
2. 已購買「2019 年全年好日曆」的弟兄姊妹，請到收費報名處領取。
(早堂-吳雪桃姊妹、中堂-鍾艷霞姊妹、午堂-曾潔梅姊妹)
3. 教會祈禱會於 15/11(四)下午 1:00 及 16/11(五)晚上 8:00 舉行，是次主題：
「為受迫害國家禱告 – 也門」祈禱。鼓勵弟兄姊妹同心禱告！
4. 11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2/11(四)晚上 7:30 在東貿召開，敬請各堂委留意。
5. 本年度教友大會將於 2 /12 (主日)下午 1:30 在東貿廣場舉行，有關資料文
件，會友可於 B 單位領取或從電郵收取。另本堂的核數報告已貼於壁佈
板，敬請留意。
6. 「東區醫院報佳音」於 24/12(一)晚上 6:00 至 9:00 在東區醫院各病室進
行。截止報名日期為：11/11(是主日)，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7. 鼓勵弟兄姊妹在主日崇拜中，見證分享神如何在你生命中的作為、改變，
讓我們彼此激勵、見證基督！請在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參加。
8. 同工李恆瑜姊妹請辭本堂幹事，任期至 31/12。本堂感謝她過去在柴灣堂
的事奉，並祝福她前面的新里程。
9.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292 位；青少年 21 位；兒童 47 位。
10. 上主日共收獻金$264,787.80。若肢體在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
瑜姊妹查詢。
11. 同工放假及出外如下：陳偉文牧師於 11-15/11 帶領以色列聖地之旅；李
恆瑜姊妹於 13-14/11 及廖愛霖姑娘於 13-16/11 放假。

植堂快訊：植堂激勵會/行區祈禱
柴灣堂自 2014 年 7 月植堂探索祈禱小組開始，至 2018 年，堂會有見於植堂
的土壤開始肥沃，故於 2018 年 8 月 23 日通過成立「植堂小組」。明年 1 月
開始，柴灣堂將會在牛頭角開始崇拜。故在 11 月舉行一次激勵會及行區祈
禱，期望你可以出席，一齊為天國事工打拚。
日期：11 月 18 日(下主日)
時間：下午 1:30
地點：東貿禮堂
內容：先在東貿禮堂聚會，然後一起出發往牛頭角行區祈禱
註：當日教會準備旅遊巴士往牛頭角，請在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

學像基督四堂
主辦：培育部
日期：11 月 21 日至 12 月 12 日 (三)
時間：晚上 8:00 至 9:30
地點：東貿禮堂
導師：陳偉文牧師
對象：2014-2017 年洗禮者為主要對象，也歡迎其他弟兄姊妹參加
內容：本課程是幫助弟兄姊妹從耶穌的生命中，去反省自己的生命可以如
何學像基督，叫生命活得更美。
參考：《聖召出聖徒》高銘謙
日期
內容
閱讀經文
21/11
召命 (p.3-15)
約 10:10
28/11
捨己 (p.19-28)
可 8:31-34
5/12
簡樸 (p.271-279)
路 10:41-42
12/12
謙卑 (p.373-384、395-431)
約 13:14-15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柴堂休閒閣
日期：25/11（日）今年最後一次！
時段：早、中堂之間(9:45-10:10)；
中、午堂之間(11:30-11:55)
地點：東貿 1-2 號房
呼籲：大家踴躍報名明年「接待天使」
服侍，可由區/部/小組/個人/夫婦/
家庭…等 4-5 人所組成
日期：27/1, 24/2, 24/3, 28/4, 23/6,
28/7, 25/8, 22/9, 27/10, 24/11
誠聘幹事
職責： 負責接待處、辦公室職務、入賬及協助活動等
學歷： 中學畢業
條件： 申請人須具備以下條件：(一)具辦公室工作經驗；(二)擅於使用電
腦，熟悉一般辦公室常用軟件；(三)處事認真、有責任感、有良好
溝通能力、喜歡服務他人、有團隊精神、能獨立工作。
申請： 應徵者請電郵履歷至 audreywylam@ccccwc.org.hk
（所有應徵者的個人資料只用於處理有關申請事宜）

幼兒園家長講座：為孩子打造一個正能量家庭
日期：12 月 8 日(六)
時間：上午 9:30 至 11:30
地點：東貿禮堂
對象：幼兒園及小學的家長
講員：薛漢強先生(資深社工)
內容：1.家庭健康 7 個元素
2.家庭如何影響孩子成長
3.正能量家庭培育錦囊
歡迎教會家庭一起參與
若查詢或報名可聯絡同工蕭秀珍

2019 年讀經運動
2018 年鼓勵弟兄姊妹實踐穏定、有計劃和有系統的讀經生活，與上帝建立
親密的關係，相信不少弟兄姊妹已經享受這種喜樂，屬靈生命得以成長。
2019 年也鼓勵弟兄姊妹繼續努力，參與讀經運動。
1) 每日付出 20-30 分鐘，在一個最能令自己安靜的地方，進行讀經靈修生
活，與上帝相交。
2) 用三種顏色劃在經文上，代表三種不同的領受。
 紅/橙色-罪
 黃色-應許
 紫色-發現
3) 透過香港讀經會《每日讀經釋義》幫助了解聖經：
訂購《每日讀經釋義》，全年四冊，（普通版）每年$100；大字版每年
$120。（教會已有津貼，並交費作實）
也可以自行購買電子版《每日讀經釋義》
，可於 IOS 和 Android 平台使
用，每年$148。
4) 報名：(i) 講買《讀經釋義》
：早堂-吳雪桃姊妹、中堂-鍾艷霞姊妹、
午堂-曾潔梅姊妹
(ii)自行購買電子版的肢體，請於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以作
教會記錄
5) 截止日期：12 月 2 日(主日)

每日代禱資料
11/11 星期日
為世界代禱
‧ 美國中期選舉已塵埃落定，不管那一個政黨勝出，求主保守這個以基督教
立國的國家，能以行公義、好憐憫的心去治理國家。
12/11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鄭楚光弟兄
‧ 最近轉了新工作，求主幫助能快快適應。
‧ 11/12 去東區醫院眼科專科覆診，求主賜醫生智慧，能對症下藥。
13/11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原佩珍姊妹
‧ 腳部疼痛，相信是生骨刺和退化，求主醫治。
14/11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陳伯洪、馮偉蓮夫婦
‧ 感謝神！過去一年的深恩厚愛，保守和帶領家中各人身體健康。
‧ 求主使我們虛心跟隨主，靈命有長進。
15/11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朱文正、陳梅枝家庭
‧ 感謝主，家中各人都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 求主激勵家中各人，多親近神，靈命長進。
‧ 求主保守子女及孫兒們，都在主裡健康成長。

16/11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鄭貴基弟兄
‧ 求主幫助自己能與人和睦，適應鄰居的嘈雜聲浪，多點體恤及接納别人。
17/11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劉澤榮家庭（基道堂，烏干達）
‧ 未來目標：於烏干達發展及開拓一普世宣教基地，以開展各類型福音工作，
同時激發中國、香港、本土烏干達教會，一同承擔普世宣教的福音使命。
請禱告記念。
‧ 未來事工：於首都作華人及本地人福音事工、開展周邊農村的慈惠工作(助
學、醫療、孤兒、難民等)、與本土及各地教會結連、探討鄰國事工可行性。
請禱告記念。
‧ 開始申請成立NGO，請記念過程和將來運作，求主保守和使用。

主題經文：
「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
就得與上帝的性情有分。」
（彼得後書 1:4）

2018 年第四季《每日讀經釋義》路加福音
日期
經文

11/11(日) 12/11(一)
5:1-11

5:12-26

13/11(二) 14/11(三) 15/11(四) 16/11(五) 17/11(六)
5:27-39

6:1-11

6:12-26

6:27-38

6:39-49

本週代禱事項
‧ 趙淑清姊妹的弟弟趙國偉被不知明的惡菌襲擊，持續發燒，該惡菌攻擊他的
器官，引致肺炎、氣促，要氧氣機幫助呼吸，身體虛弱。家人特別是母親都
非常擔心。求神賜醫生智慧與能力，盡快找到病因，對症下藥，讓他康復，
又求神賜他及家人心內有平安。
‧ 感謝主的保守，區嘉樂弟兄已於 7/11(三)完成了切除甲狀腺手術，同時亦抽
了些淋巴組織化驗，求主保守。又求主保守手術後的康復過程。
‧ 譚艷琴姊妹於 9/11(五)凌晨主懷安息，求聖靈安慰丈夫淦波及兩個兒子。又
求天父帶領安息禮的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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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