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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九日
我必快來！

（第４７期）
林志文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路 1:79)
「網購」已經成為現代人購物的一個名詞，而「雙十一購物狂歡節」更
是近幾年大陸和香港人瘋狂網購的日子。試過網購的人，在等候貨到的期間，
會不斷上網追蹤貨的路向，預計何時收到貨物。等候是一個藝術，是我們在
這不耐煩的時代已經忘記了的事。
在中世紀的教會開始，在聖誕節前四週，到聖誕節前一個主日為止，稱
之為「將臨期」
（The Season of Advent）
。“Advent”一字就是「即將來臨」的
意思。將臨期禮儀以君王的顏色紫色來代表，顯示君王的來臨；教會傳統會
用「將臨花環」(Advent Wreath) 作為象徵，幫助信徒在聖誕前反省。在花環
的周圍，放了四支蠟燭，分別是三支紫色和一支粉紅色。每主日燃點一支蠟
燭，讓花環的光漸漸明亮，象徵世界之光「耶穌基督」逐漸接近；「要照亮
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把我們的腳步引到平安的路上。」(路 1:79)
將臨期第一主日是紫色的「盼望之燭」，是盼望救主來臨；第二主日是
紫色的「信心之燭」，提醒我們在主裡充滿信心；第三主日是粉紅色的「喜
樂之燭」
，提醒我們聽見基督降生的宣告而喜樂；第四主日是紫色的「平安
之燭」，提醒我們今天宣揚主基督為世界帶來平安與和平的信息。
在這節期內，要預備我們的心，歡慶基督降臨在我們中間，進駐到我們
的內心。你可能會問，耶穌基督不是早在兩千年前已經降臨世間，與我們同
在嗎？古倫神父說得好：我們時常都「不在家」
，時常隨己意遠離耶穌基督，
所以把那早已伴隨在我們身旁的耶穌基督視為「將臨者」(註)。
「將臨期」的
Advent，與「冒險」Adventure 都是出自同一個拉丁文字「advenire」，所以
等待基督也可以是一場「冒險」
；
「冒險」是我們習以為常的行為會隨之瓦解，
把我們的「舊我」切底打散。所以我們應當把我們整個生命都在將臨節期中，
也就是等候著最後將臨期，等待著基督第二次來臨，等待著那時的新天新地。
在 2018 年的將臨期裡，要把你的「舊我」切底瓦解，生命重整，因為
耶穌說過：
「是了，我必快來！」(啟示錄 22:20)
註：古倫神父著，待降節 (將臨期) 25 天靈修默想手冊，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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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美琴牧師於是主日前往第三堂證道。
2. 「迷你聖誕樹工作坊」於是主日下午 1:30 在東貿 2 號房間及接待處舉行，
請自備小刀、花剪、報紙及環保袋(用來載走作品)，請已報名的弟兄姊妹
準時出席參與！
3. 「2019 年讀經運動」
：
《每日讀經釋義》已於上主日截止購買，但凡願意
委身研讀聖經、應用聖經的弟兄姊妹，請在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參
加。
4. 鼓勵弟兄姊妹在主日崇拜中 (12 月至明年第一季) ，見證分享神的說話如
何改變你的生命，請在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參加。
5. 「植堂、教會祈禱會」於 16/12(下主日)下午 1:30 在東貿禮堂舉行，懇請
弟兄姊妹出席參與。
6. 12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0/12(四)晚上 7:30 在東貿召開，敬請各堂委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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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位；青少年 21 位；兒童 48 位。
9. 上主日共收獻金$233,162.80。若肢體在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
瑜姊妹查詢。
10. 同工梁鳳芯姑娘於 11-15/12 放假。

聖誕洗禮崇拜
日期：12 月 23 日(主日)
地點：東貿禮堂

/

時間：中午 12:00 (午堂崇拜)

平安夜報佳音
日期：12 月 24 日（一）
時間：晚上 7:30
集合地點：東貿禮堂
內容：唱聖詩、派單張、傳福音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本年度受洗新葡名單
成人水禮
姊妹 ── 劉志英、楊佩麗、葉彩霞
弟兄 ── 高仰維、雷文旺、曾啟滔、溫貴超、黃詠兆
轉會禮
姊妹 ── 張耀韻、賴綺霞、李淑芳、顏秀麗、胡尚君
孩童寄洗
張以信（父母：張瀚懷、呂彩頌）
關琛朗（父母：關俊祐、楊惠敏）
葉恩陶、葉恩諾（父母：葉明皓、溫穎瑤）

結婚之囍
蒙上帝的愛，主耶穌的恩典，聖靈的保守。林顯基弟兄與劉詠恩姊妹於中華
基督教會合一堂馬鞍山堂舉行婚禮。誠邀柴灣堂弟兄姊妹蒞臨分享這份喜悅。
日期：12 月 30 日(主日)
時間：下午 3:00
註：1.典禮後敬備茶點。
2.主家於當日下午 1:30 在羅屋安排旅遊巴士往馬鞍山。為方便安排
車輛，請於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旅遊車準時下午 1:30 開出)

竹居台協會小組短宣團 2019
目的：1. 探訪竹居台宣教士
2. 求問神在絲路之心意，為堂會開發大使命的可能性，建立短宣。
探索群體：哈撒克族，吉爾吉斯族
主辦單位：竹居台發展小組
對象：有心志為穆斯林群體祈禱者，有心尋求神在絲路的領袖
日期：2019 年 3 月 12 至 19 日（二至二）
地點：中亞（哈，吉）
費用：$9,000（竹居台津貼每人 1/3，上限為$30,000，自籌 1/3 或鼓勵各堂
支持 1/3 費用，自費 1/3）
報名及查詢：林志文牧師
截止報名日期：12 月 9 日（主日）
營前訓練及祈禱：9/1；16/1

招募：《幼兒園福音使命團隊》成員
柴灣堂幼兒園一直是上帝給予柴灣堂的廣大禾場，靜候我們為主撒種
與收割。由於新任校長致力推動校內福音工作，提供更多平台讓教會進入
校園接觸家長和學生，增加了不少堂校合作的機會。因此，教會為回應及
把握這機會，現正籌備成立《幼兒園福音使命團隊》
，盼望能夠增強教會參
與幼兒園事工的人手，藉著團隊與家長定期的相處和接觸，與他們建立「好
鄰舍」的關係，逐步與他們分享生命和耶穌基督的福音。
服侍範疇：
1. 家長義工
內容：定期到幼兒園與家長一起吃早餐、協助學校預備手工材料，以
及佈置校園，從中與幼兒園家長建立關係。
時間：平日，上午 9:30 後（約 1 月開始）
2. 家庭探訪
內容：與幼兒園的校長、主任或老師一起探訪、關心幼兒園的家庭，
從中分享耶穌基督的愛。
時間：平日中午或星期六（約 3 月開始）
3. 籌備堂校合作的活動
內容：與教會同工協助策劃及舉辦堂校合作的活動，透過活動把福音
傳給幼兒園的家庭。
時間：不定期
如有感動認識及參與幼兒園事工的弟兄姊妹，歡迎與麥浩倫先生聯絡
或查詢。另於 5/1(六)下午 3:00 至 4:00，在東貿 12 樓舉行《幼兒園福音使
命團隊》簡介會，幫助大家更認識這個團隊的使命和服侍方向，謝謝大家。
願主親自感動你回應幼兒園福音禾場的需要！
元旦禁食祈禱營
日期：2019 年 1 月 1 日（二）
／
時間：上午 10:00 至下午 4:00
地點：信義宗神學院 (沙田道風山路 50 號)
乘車集合時間地點：上午 9:00 於柴灣羅屋
坐車名額：56 位
來回車費：$ 70（弟兄姊妹若自行乘車前往，費用全免，但仍需報名）
截止日期：12 月 23 日（主日）
報名：早堂-侯俊鵬姊妹、中堂-鍾艷霞姊妹、午堂-韋碧雲姊妹

植堂快訊
牛頭角植堂將會在 2019 年 1 月 5 日(六)開始，逢星期六黄昏 6:30，借用了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觀塘堂副堂作為崇拜之用。同時我們也租用了觀塘鴻圖
道 31 號鴻貿中心 6 樓 601 室，用作辦公室和小組聚會用途。歡迎弟兄姊
妹參與。

每日代禱資料
9/12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教會剛過去的一個月，有 6 個喪禮及 2 個婚禮，求主安慰離世者的家人在
喪禮過去後，能夠重拾心情，重新上路！另外，也記念 2 對剛結婚的新人，
在新婚後的生活能夠共同營造愛與尊重的婚姻關係！
10/12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陸威濂、陶靜家庭
‧ 感謝神，保守賜福家裡各人一切安好！
‧ 感謝神，威濂的母親劉志英受洗歸入耶穌的名下！
‧ 求主賜福給陶靜，讓她工作愉快、輕省及順利！
11/12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梁啟明弟兄
‧ 為 2019 年的工作禱告，求主帶領！
‧ 求主保守身體健康，有主看顧！
12/12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廖明禮、歐娟家庭
‧ 求主繼續感動未信主的家人，能夠早日開他們剛硬的心，願意信靠主。
‧ 感謝主保守一家人身體健康！
‧ 在未來的日子努力學習跟隨主的腳跟蹤，行在主所喜悅的道上。

13/12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勞坤、何家義夫婦
‧ 感謝神保守，讓家人工作得力，兒孫生活平安。
‧ 為孫兒思維、思朗禱告，求主祝福他們，在主恩典裡扎穩根基、在主慈愛
裡健康成長。
14/12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梁錦明、陳玉芳夫婦
‧ 求主保守錦明身體健康及能應付工作及事奉。
‧ 感謝主！玉芳的家庭及教會生活頗佳。
‧ 感謝主！玉芳的母親陸企修身體健康。
‧ 兒子文俊及女兒文慧的工作頗穩定，求主幫助他們有重返教會敬拜的心。
15/12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羅氏家庭（長沙灣基道堂，創啟地區）
‧ 第9屆跨文化訓練班在9月1日正式開課。共有來自5個不同地方的6位學員
前來學習(其中一對夫婦還帶上他們的一對寶貝孩子)。可惜一個月後其中
的大娃出現腦癌，這對夫妻決定退學，帶孩子尋求治療。我們為他們祝福。
餘下4位學員的學習已過半，祝福他們都能過關繼續學習。
‧ 天恩夫婦在經過2個月的特別課程後，已經出發到N國去了。暫時還是平安。
他們需要在彼方生存下來，學習當地語言，結識人脈關係，尋找可留下來
的合理身份。不容易吧。祈求他們的生命影響後方更多年青人願意起來。
‧ 我家小妮子Shirley目前全時間學習當地(德國)語言，求主記念。

主題經文：
「那天使對他們說：
『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
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
包著布，臥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
」
（路加福音 2:10-12）

2018 年第四季《每日讀經釋義》路加福音
日期

9/12(日)

10/12(一)

11/12(二)

12/12(三)

13/12(四)

14/12(五)

15/12(六)

經文

16:1-18

16:19-31

17:1-19

17:20-37

18:1-17

18:18-43

19:1-10

本週代禱事項
‧ 感謝神！上主日教友大會順利舉行，也進行了第三任堂主任交職禮，董美琴
主任牧師交棒給陳偉文牧師，並得到眾同工、執事、堂委及弟兄姊妹的接受
與應許。
‧ 下主日繼續有福音主日：
「你要尋見嗎？」
，求主感動人的心來赴會，認識耶
穌降世是要賜下世人平安喜樂的好消息。
‧ 求主加力給未能返教會崇拜的長者：鄭漢珍、葉詠勤、李淑、林亞帶、陳賽
英、羅永揚、謝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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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宣教師 ︰汪寶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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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