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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九年五月五日
「不可停止聚會」Vs「不可停止返教會」

（第１８期）
張志聖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
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希 10:24-25)
“And let us consider how we may spur one another on toward love and good
deeds. Let us not give up meeting together, as some are in the habit of doing, but
let us encourage one another.” (Hebrews 10:24-25 (NIV))
這段經文的提醒十分明顯，有兩方面：
1. 不要放棄聚會，好像那些以此成為習慣的人；
2. 聚集的目的是促進弟兄姊妹的愛心和行善的心志。
當時信徒面對的衝擊，可能是害怕迫害，又或對主再來的延遲感到失望，
信仰熱情減退，便放棄與弟兄姊妹聚集的機會。然而，香港信徒要克服的挑
戰，是繁忙的工作和多元化的城市生活、又或不相信聚會能令信徒更有力地
體現信仰。
弟兄姊妹對「聚會」往往有兩個極端的思維—只要返教會指定的活動才
是「聚會」
，遇到弟兄姊妹沒有出席某些經常或特別的活動便覺得他/她不屬
靈；另一種想法，就是弟兄姊妹能自己聚集一起、那怕是工作間、家庭裡，
只要能達到上述目的，即使沒有返教會聚會又何妨？
也許我們要取得平衡，切勿隨便論斷沒有返教會指定聚會的弟兄姊妹，
因為他/她們可能在職場、家庭或其他團體中，正在和其他處境中的信徒，
用心地實踐「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
另一方面，經常出席教會聚會的信徒，會否只是為了滿足別人的期望和
要求，又或個人的利益？卻沒有在信徒的聚集中經歷神的同在、並在弟兄姊
妹間實踐以愛相待等信仰價值？
在城市教會和後現代的信徒群體，喜歡挑戰傳統和習以為常的聚會觀念，
並且重視聚集背後的目的、價值和意義；耶穌在祂的時代，亦經常挑戰形式
化或教條化的信仰生活，祂對聚會的演繹是「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
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太 18:20)，故此聚會的重點不在乎地點
和人數，而是經歷神的同在。
現今教會在聚會/聚集的安排方面，如何能更加簡約和製造多一些空間？
若能善用資訊科技、切合弟兄姊妹真實的處境和需要、並且靈活地實踐信仰
和彼此相愛的生活，將會讓大家更能發揮聚會的真諦。阿門！

核心價值：我們是委身相愛、生命更新、薪火相傳、見證基督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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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教會祈禱會於是主日下午 1:30 在東貿禮堂舉行，鼓勵弟兄姊妹同心禱告！
2. 已報名是主日協助幼兒園派發開放日傳單之弟兄姊妹，請於中午 12:00 在
柴灣堂幼兒園集合。另 19/5 (主日)仍繼續招募義工，有興趣的弟兄姊妹
歡迎在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如有疑問，請聯絡同工麥浩倫先生。
3. 《非凡家長系列 Incredible Parents》講座於 11/5(六)晚上 7:30 在東貿禮
堂舉行，請已報名的弟兄姊妹準時出席。
4.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00 位；青少年 32 位；兒童 47 位。
5. 上主日共收獻金 $97,816.30。4 月份共收獻金 $469,572.40。若肢體在兩
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林慧儀姊妹查詢。
6. 同工放假或出外如下：林家賢牧師、廖愛霖姑娘及梁鳳芯姑娘於是主日
出外帶領門旅突破營；廖愛霖姑娘於 7-9/5 放假。
7. 四月份祈禱會出席總人次為 66 位。

2019 教會靈修營
在忙碌的生活、急速的步伐、緊張的節奏、沉重的壓力、迷惑困頓下與傷痛
的經歷中，你是否渴慕可以停一停，讓你的心靈尋回安息憩靜呢？你是否渴
望來到上主面前，尋求祂的面，讓祂活水的江河滋潤你，讓你重回生機、重
新得力？誠意邀請你參與靈修營，林玉英牧師會陪伴我們，尋回那一份憩靜、
上主安息之所。上主說：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都到我這裡來，我要使你們得
安息。」期待與你一起，經歷上主要給我們的豐富。
日期：5 月 13 日(一)
時間：上午 10:00 至下午 5:00
講員：林玉英牧師
梁發紀念禮拜堂副主任牧師；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基督教靈修指導高級文憑」；
經常帶領區會同工、 教會弟兄姊妹作靜修操練。
地點：宣道園 (新界粉嶺龍躍頭新屋村)
名額：100 人
旅遊車集合時間及地點：上午 9:00 在柴灣羅屋
費用：$80
報名：於報名收費處

「知己知彼話溝通」課程
溝通，人類最重要、最關鍵的人際元素；從嬰孩開始，我們已在學習，但往
往不能學有所成，甚至招致衝突。讓我們一起來學習溝通的神學及原理、技
巧。
日期：5 月 18 日至 6 月 22 日 (六) 共 6 堂
時間：下午 4:30 至 6:00
地點：東貿禮堂
導師：董美琴牧師、楊美珍執事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幼兒園三十週年聯合感恩崇拜
日期： 5 月 26 日(主日)
時間：上午 10:00 至中午 12:30
地點：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地址：柴灣翠灣街翠灣邨)
備註： 1. 崇拜後於操場備有茶點，歡迎弟兄姊妹留步享用，並與幼兒園
家長認識及分享。
2. 請崇拜司事於上午 8:45 到達
3. 兒童區寶寶、仁愛組、大喜樂牧區暫停兒崇，請家長與小朋友
到聖公會李福慶中學參加崇拜。

聖樂部：2019 聖樂分享會
我們被造的目的是敬拜和榮耀上主，期盼透過聖樂分享會的平台鼓勵弟兄
姊妹一同參與以頌讚為祭呈獻給主。
日期：6 月 8 日(六)
時間：晚上 7:00 至 8:45
地點：東貿禮堂
主題：使用我
內容：弟兄姊妹以個人或小組參與呈獻
名額：10 個，每單位不超過 8 分鐘
截止報名：6 月 2 日(主日)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查詢：請聯絡陳天喜弟兄或陳幗徽姊妹
歡迎全教會弟兄姊妹一同參與敬拜上主

廖錦綉代禱信
各位弟兄姊妹：
自 2017 年 8 月我從中東完成夏日英語老師計劃短期服侍回港後，感恩
現在再有機會與大家分享我在宣教路上的進展：
年多前從中東回港後，我一再透過禱告求問上帝是否呼召我回到中東同
一個國家，服侍當地難民一至兩年。在禱告裡，聖靈讓我內心浮現起一群難
民少女—就是在夏日英語老師計劃我服侍過的那群少女們—的臉龐。當時我
知道上帝已經清晰地回應我的禱告：回到中東同一個國家，走進當地難民群
體，學習與難民婦女和女孩們同行。
從禱告領受回中東服侍難民群體的宣教異象後，感恩得教會和家人的支
持，我便努力和差會與基督教機構磋商，探索申請相關的一年短宣機會。整
個申請過程確實波折重重；等候申請審批的漫長時光也令我時感無奈和沮喪，
懷疑自己是否聽錯上帝的聲音，甚至曾有萌生放棄回應宣教呼召的念頭。但
上帝確是信實的，不斷透過不同方法鼓勵我：尤記得去年下半年時，上帝透
過靈修經文向我說話：
「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必攙扶你的右手，對你說：
『不要害怕！我必幫助你。』」(賽 41:13) 。上帝親自提醒我不要放棄，要繼
續勇敢走出去。
上帝一再堅立對我的宣教呼召，也幸得家人、我的團契及差關小組等在
等候期間一直耐心地與我共同尋覓上帝的心意。今年 4 月底我終獲青年使
命團 (YWAM) 中東團隊正式接納，我將於 8 月加入他們為一年短期宣教士，
在首都的英語中心透過英語教學服侍難民和當地人！如果各項安排順利，7
月我將出發到當地安頓和學習阿拉伯文，準備 8 月中開始英語教學服侍。
邀請大家繼續透過禱告與我在這次短宣中同工同行，一起回應上帝給我
們柴灣堂的宣教呼召：
1. 求主幫助我與當地團隊溝通時滿有智慧靈巧，加我心神和體力去處理工
作(至 6 月初) 和出發前的準備。
2. 求主賜我機會向不同群體分享宣教異象，叫人看見主在中東和難民中的
工作與心意。
3. 求主保守我常在祂的愛裡，在忙碌的工作和短宣籌備中仍可安靜在主前，
認清主的聲音。
主內
錦綉上

每日代禱資料
5/5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門旅成員在參加突破營，求神叫我們每一個也在生命中有所突破。
6/5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林子彭、歐陽婉玲家庭
‧ 感恩搬家後的生活已經適應，家中弟妹都很用心去照顧父母。
‧ 女兒燕愉快將投入暑期工作實習，求主給她能力去面對。
‧ 賜我們有恆心研讀聖經，在屬靈生命上繼續成長。
‧ 保守父母和叔叔身體健康。
‧ 保守婉玲在工作中有新的進展和得著。
7/5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許少堂、林鳳儀家庭
‧ 感恩鳳儀在寶寶牧區事奉滿有喜樂，團隊互相配搭，互補不足；並有新家
庭參加寶寶崇拜，願主祝福導師們身、心、靈强健，事主得力。
‧ 求主保守家中各人身體健康、靈命更新。
‧ 家人在工作和作息方面安排有序，靠主得力。
8/5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羅美蓮姊妹
‧ 感恩生活中有主的看顧，無論工作、生活起居、教會事奉都順暢、有平安。
‧ 為未信主的家人禱告：求聖靈感動他們，願意認識及接受主耶穌成為他們
生命的主，是拯救他們靈魂的真神；特别為奶奶年事已高，各方面都在退
化中，求主仍賜她能認識耶穌的機會。
‧ 為家人的身體健康禱告：因經常休息不足，天氣的變化，引發大大小小的
疾病，求主幫助家中各人能堅持有好的作息時間，多休息，増强體魄。
‧ 為已信主家人的靈命禱告：求主堅固我們的信心，天天努力學習神的話，
與神建立穩固的關係，在大小事上都忠心事主，愛主更深！

9/5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莫耀平、侯蕙燕夫婦
‧ 求神保守蕙燕的身體能早日康復及尋找新工。
‧ 感謝天父看顧夫婦二人，能夠減肥成功。
10/5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劉兆強、譚燕瑞家庭
‧ 感恩一切順利安穩。
‧ 祈求兆强的皮膚炎可完全康復。
11/5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魚蛋（基道旺角堂，望道號）
‧ 語文學習、有智慧分配時間。
‧ 學員們彼此合一事主、尋到之後的方向。
‧ 南非信徒的牧養。

主題經文：
「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他。他改
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將智慧賜與智慧人，將知識賜與聰明人。」
（但以理書 2:20-21）

2019 年第二季《每日讀經釋義》以西結書
日期

5/5(日)

經文 23:11-21

6/5(一)

7/5(二)

8/5(三)

9/5(四)

10/5(五)

11/5(六)

23:22-49

24:1-27

25:1-17

26:1-21

27:1-36

28:1-26

本週代禱事項
‧ 感謝主!李慧萍姊妹於 29/4(一)誕下女兒，母女平安，求主祝福這個家庭及小
生命的成長。
‧ 張美華姊妹的父親張志明弟兄之安息禮拜於 6/5(一)上午 10:15 在鑽石山殯儀
館舉行，隨後往柴灣哥連臣角火葬場約中午 12:00 舉行火葬，求神帶領保守！
另有安排旅遊巴前往，於上午 9:30 在新翠商場渣打銀行對出上車。乘坐旅遊
巴的弟兄姊妹需於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
‧ 林華興弟兄之免疫治療已經停了因沒有效用，現剛開始七次電療，但醫生擔
心肋骨之瘤會繼續擴散到脊柱，有機會令到下半身癱瘓，求主憐憫，減輕痛
楚及電療副作用。
‧ 為楊惠敏姊妹的父親楊良安先生禱告，他因肺積水已多次入院，情況轉差，
求主醫治並憐憫感動他願意接受耶穌為個人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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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文牧師、林家賢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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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寶怡姊妹 （青少年）
事工幹事
︰郭珮珊姊妹* （兒童）
義務宣教師 ︰汪寶雄先生、鄧建仍先生
*為半職同工

行政秘書
行政幹事

：林慧儀姊妹
：張玉葉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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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