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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聖地之旅

（第４５期）
陳偉文

4-15/11 是第三次踏上以色列的土地，但今次與前兩次不同的是帶同教
會弟兄姊妹一同前往，感受最深的不單是再一次近距離走近耶穌及聖經人物
所行過的地方，更是可以與弟兄姊妹一同親身經歷並細看聖地的一景一物，
是難得的深度之行！
當中隨團牧師每天的靈修分享與在一些景點信息默想，加上領隊豐富的
聖經與歷史知識，導遊的地理與考古等詳細講解，不斷地將我們帶進昔日的
聖經光景，感覺就仿似跟隨著耶穌走遍各城各鄉，親歷其境，令人嘆為觀止！
旅程由尼波山開始，走上摩西臨死前踏足的山上，遠望神應許賜給以色
列人的迦南美地，並將生命的禍福陳明給以色列人，警惕他們要遵守耶和華
的命令，就必得著祂所賜的福，否則便招致咒詛！「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
見證；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
得存活；且愛耶和華─你的神，聽從他的話，專靠他；因為他是你的生命，
你的日子長久也在乎他。這樣，你就可以在耶和華向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起誓應許所賜的地上居住。」申 30:19-20
摩西過後，神揀選約書亞承傳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的使命，並
分配給十二支派土地，神的應許便如此應驗在他們身上。在旅程中，我們也
親身見證神應許給以色列人應許之地，由南面的別是巴，一路走往北面的但。
沿途中，看過紅海、死海、加利利海、地中海；也上過橄欖山、錫安山、八
福山、迦密山；亦走過耶利哥、伯利恆、耶路撒冷、拿撒勒、迦百農等土地，
叫我們大飽眼福，一步一步地走在神在人身上所顯出的恩典之路！
總結今次聖地之旅，帶給我心靈洗滌、信仰更新，再一次印證神的話語
雖然是寫在幾千年之前，仍是真實可信的，透過近一個世紀考古學的出現，
不斷地在廢墟中努力發掘、發現，證明聖經是可靠，是鐵一般的事實，是帶
給我們永恆生命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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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愛霖姑娘於是主日往宣道會宣恩堂證道。
2. 「柴堂休閒閣」於是主日上午 9:45 及 11:30 在東貿 1-2 號房舉行，歡迎
大家前來交誼相聚。
3. 歡迎弟兄姊妹到 12 樓 B 單位外索取「區會 2019 年記事簿」
。
4. 「2019 年讀經運動」
：請弟兄姊妹到收費報名處購買《每日讀經釋義》
。
截止日期為 2/12(下主日)(早堂-趙閏妹姊妹、中堂-黃鳳翠姊妹、午堂-陳
鳳萍姊妹)
5. 本年度教友大會將於 2 /12 (下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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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園家長講座：為孩子打造一個正能量家庭」於 8/12(六)上午 9:3011:30 在幼兒園舉行，請幼兒園及小學的家長踴躍參與！(若查詢或報名
可聯絡同工蕭秀珍)
7. 誠聘幹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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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13 位；兒童 43 位。
9. 上主日共收獻金$ 124,290.50。本月至今獻金共 $492,47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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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珮珊姊妹於 25-29/11；林慧儀姊妹 27-29/11、蕭秀珍姊
妹 27-30/11。

迷你聖誕樹🎄工作坊
日期：12 月 9 日（主日）
時間：下午 1:30 至 3:30
地點：東貿 2 號房間及接待處
費用：屆時收取 (約$50)
名額：20 位
查詢：陳姚根英師母
備註：請自備小刀、花剪、報紙及環保袋(用來載走作品)
歡迎邀請新朋友一同參加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招募插花事奉人員
招募︰1 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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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為讓更多人參與事奉，請事奉者先填寫一次，待有空缺才繼續填寫。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每日代禱資料
25/11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柴灣堂與小西灣堂一行 48 人參加 12 天聖地團已平安歸來，旅程中深深感
受到考古學的不斷發現、聖地的遺址等等，都印證聖經的真確性。每一天
都有不同的民族朝聖、參觀的人群，求主叫他們在其中能夠認識耶穌是基
督，是拯救人類的救主，是他們生命的主！
26/11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黎明、廖香城家庭
‧ 為女兒美善的工作禱告，求主加力，並能以更高效率完成工作，也求神賜
予愛心和耐性教導學生。
‧ 為兒子曉笙禱告，未來他需要預備考兩個試(環保、英文)，求主給予智慧。
‧ 為香城禱告，因學生開始預備呈分試，求主加力。
‧ 為黎明的事奉禱告，讓他在其中能夠繼續得力，及求神賜智慧，為祂作工。
27/11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黎錦鴻、楊美儀夫婦
‧ 為未信主的家人祈禱，求主的靈在他們心裡運行，向他們加力，早日得著
救恩。
‧ 為夫婦二人手術後康復禱告，求主保守康復過程順利。
‧ 為美儀在明年二月中，再做右腳手術禱告，求主帶領一切準備妥當！

28/11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劉永聰、方意蘭夫婦
‧ 感謝主，劉家添孫之喜，願神保守孩子健康成長。
‧ 為媳婦產後禱告，願神保守，讓她能夠在這段時間能好好休息。
‧ 意蘭在這段時間需要陪月，願神保守她有健康的身體。
29/11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劉耀泉、賴淑霞夫婦
‧ 為淑霞禱告，近日常感到疲累，求神保守她的身體健康，事奉有力。
‧ 為兒女能夠早日相信耶穌禱告。
‧ 感謝神的保守，身體健康強壯，仍然能夠有力事奉神。
‧ 為內地的弟兄姊妹禱告，求神保守他們；亦為著內地的福音工作禱告。
30/11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梁炳恆、何家仁夫婦
‧ 感謝主，下星期一開始會轉到靈實醫院進行復康服務，求神保守一切順利。
‧ 感謝主，家仁上星期覆診，報告結果一切都正常。
1/12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芥菜種家庭（基道旺角堂、大角咀基全堂，創啟地區）
‧ 感恩每天都能經歷父的同在，心中滿有喜樂和平安，求更多事奉的委身和
熱情，能更融入D族人當中，對他們充滿更多的愛。
‧ 感恩一家已取到工作簽証，這能讓我們合理地在村中出現和活動。
‧ 感恩這個生意平台的具體運作一步步落實下來，很感恩老家的大家庭和肢
體在各方面的事上幫助我們。
‧ 感恩這個生意平台能讓我們認識到一些家庭，友誼開始建立起來。
‧ 感恩我們逐步學習到如何與M民相處和互動，求父賜下更多福音突破。
‧ 感恩我們在D村附近找到一個單位，有電有水有中央暖氣，這樣我們能暫
時在冬季來臨前安頓下來，專心探訪，但記念孩子的適應，特別是住村和
首都上學兩邊走（比平日早上提早一小時出門上學）
，求路途平安和不要暈
車。
‧ 求父帶領我們剛成立團隊，讓我們有清晰的異象和策略，也懂得如何建立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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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1(日) 26/11(一)

27/11(二) 28/11(三) 29/11(四) 30/11(五)

經文 9:43b-62

10:25-37

10:1-24

10:38-42

11:1-36

11:37-54

1/12(六)
12:1-21

本週代禱事項
‧ 李嘉穎姊妹於 1/12(六)與林浩基弟兄於柴灣浸信會結為夫婦，本堂祝賀他們
婚姻美滿，願天父賜福給他們在美國的生活。
‧ 譚艷琴姊妹安息禮拜於是主日晚上 7:00 於九龍殯儀館(九龍西大角咀楓樹街
一號 A 室)舉行，於 26/11(一)上午 10:30 在柴灣哥連臣角火葬場火葬。求主
保守安息禮拜及火葬禮的進行，並求聖靈安慰艷琴家人。另他們安排旅遊巴
往九龍殯儀館，是主日下午 5:30 在柴灣羅屋上車，有意乘坐旅遊巴的弟兄姊
妹請報名。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 李燕貞姊妹於 20/11(二)主懷安息，安息禮拜於 2/12(日)晚上 7:00 在世界殯儀
館舉行，並於 3/12(一)上午 10:30 柴灣哥連臣角火葬塲火葬。求主安慰丈夫
張燦基及其家人。
‧ 何志聲弟兄父親何炳年於 26/11(一)於萬國殯儀館守夜，並於 27/11(二)上午
10:00 大殮後隨即往柴灣哥連臣角火葬場火葬。求主保守身後事的安排，並
求聖靈安慰志聲及其家人。
‧ 高仰維弟兄於 29/11(四)入廣華醫院做心臟導管手術，求主保守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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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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2896 4467 網址：http://www.ccccw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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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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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