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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乎？」

楊嘉健傳道

《A Private War》
（中譯：第一眼戰線）是一部真人真事改編電影。內容
講述美藉戰地記者 Marie Colvin 的一生，當中串連了幾場在她職業生涯中尤
關重要的戰爭，成為電影的主線。這是一部可觀性非常高的電影，吸引的地
方並不在於那些驚心動魄的戰爭場面，而是在於 Marie 一生對報導真相的堅
持。
雖然這堅持為她在業界上帶來美好的聲譽和獎項，但背後卻換來了不少
的代價：在 2001 年斯里蘭卡內戰的一次突襲裡，她失去了左眼；因長期處
於人性扭曲和血肉模糊的場景和故事，她長期被創傷後壓力症（PTSD）所
煎熬；在 2012 年敘利亞，當所有西方記者都撤離時，她和攝影師仍然選擇
留守，將內戰謊言公諸於世，最終卻換來了被追擊，戰死沙場。讀到這裡，
你可能會問一個問題：值得嗎？
在 Marie 的生命裡彷彿有一份執著，驅使她不停地前行，讓她越過戰場
上的種種恐懼，也使她超越了生命當中的限制和傷痛。這執著原是來自一份
信念：
「我在乎」
。她終其一生只是努力地去做一件事情：為無聲者賦予聲音
（Giving voice to the voiceless）— 她所在乎的，是戰場上每一個被遺忘的生
命故事和被活埋的真相是否被世人聽見。我想，她這份執著和堅持，就等同
於我們今天在教會中時常提及的「召命」。
弟兄姊妹，今天你所「在乎」的是甚麼？不單在香港裡，今天在普世遍
地裡仍有很多被生活、不公、貧窮、極端主義等被活埋的人，被世人所遣忘，
他們的故事和聲音需要被人聽見。自 1909 年起，我們所在乎的，就是這群
被人遺忘的最少聽聞福音群體，當中不乏是難民及流散者（Diaspora）
。我們
矢志進入他們的世界裡，與他們同行，讓基督的真理與愛轉化他們，因為我
們深信這事是神所在乎的。除此之外，我們更渴望進到更多的教會群體中，
讓教會聽到這些被遺忘的聲音和故事，讓更多人在乎神所在乎的，並作出適
切的回應。
今天，你願意與我們一同在乎這群被人遺忘的最少聽聞福音群體嗎？
當值同工：林慧儀 / 張玉葉 / 黃敏兒

願景：信徒在每一代以生命見證，活出基督的樣式，轉化社區。

差傳主日崇拜程序
崇拜
早堂
中堂
午堂

主席
林慧玲
陳智明
林子彭

敬拜
林慧玲組
吳潤洪組

宣召
敬拜讚美

詩篇 113:1-3
早堂
1. 祢是彌賽亞
2. 感恩歌
3. 永活真神

中堂/午堂
1. 耶和華我的神
2. 原來是耶穌
3. 吃苦開荒

讚美祈禱

祝禱 / 報告
汪寶雄
梁鳳芯

主席
敬拜組

主席

讀經

啟示錄 7:9-8:5

講道

「夾縫裡的微光」

奉獻

天糧(第 1、2 節)

奉獻祈禱
散會詩

司琴
容心怡
劉永聰
陳幗徽

主席
楊嘉健傳道
會眾
主席

最美好的仗

會眾

祝禱

同工

家事報告及
代禱

同工

家事報告
1. 蒙恩光使團總幹事楊嘉健傳道蒞臨證道，本堂謹此致謝。
2. 2021 年《每日讀經釋義》第四季開始接受訂購，可往收費報名處購買(價
錢：普通版$30；大字版$35)，是主日截止訂購。
3. 新生命浸信會於是主日下午 3 時至 5 時半借用本堂舉行主日崇拜及堂委
會選舉，敬請弟兄姊妹留意，求主祝福。
4. 由 9 月起，柴房開放時間為星期二至四及六下午 2 至 5 時。如需借用柴
房地方，請致電 2896-5111 聯絡辦公室同工。
5. 聖樂部之司他班於 16/9(四)晚上 8:00 在東貿禮堂舉行，已報名的弟兄姊
妹，請準時出席。
6. 教會祈禱會於 19/9(下主日)下午 1:30 以 Zoom Cloud Meetings 進行，是次
主題：「為受迫害國家禱告 – 土耳其」，同時亦開放禮堂供弟兄姊妹以
Zoom 一同參與，鼓勵弟兄姊妹同心禱告！
7. 洗禮班於 19/9(下主日)上午 11:45 在東貿 1-2 號房間舉行，已報名的弟
兄姊妹，請準時出席。
8. 9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3/9(四)晚上 7:30 在東貿召開，敬請各堂委留意。
9. 「差傳之夜」於 25/9(六)晚上 7:00 至 9:00 在東貿禮堂舉行，歡迎弟兄姊
妹到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截止報名日期為 19/9(下主日)。
10. 上週崇拜出席人數：主日成人 210 位；青少年 17 位；兒童 36 位。
11. 上主日共收獻金$203,597。若肢體在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黃敏兒姊
妹查詢。
招募插花事奉人員
招募︰10 至 12 月份負責主日崇拜插花事奉人員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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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代禱資料
12/9 星期日
為教會禱告
 感謝天父昨天的事工計劃營已順利完成，讓教會可以整合來年的發展
和更新，願神保守我們同心合意建立基督的身體，讓柴灣堂成為一間
生生不息的教會。
 求主使用 9 月份差傳主日的信息和 25/9(六)差傳之夜的活動，願天父
提升我們對普世宣教事工的認識，並在宣教工作上作出積極和務實的
回應。
13/9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梅兆麒、卓美蘭家庭
 兆麒工作繁忙，求主為他在工作上開路；因將會面對很多挑戰，希望能
有足夠時間休息。
 為兒子頌一禱告，最近半夜時常起身，求主賜智慧可找出原因，賜他在
健康中成長。
14/9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王嘉雯姊妹
 為自己進修網頁設計課程祈禱，課堂排得滿滿及功課非常繁忙，求神
賜聰明智慧、平靜安穩的心去面對，願神預備前面的路向。
 母親叢錦英時常往醫院覆診，求主大能的手保護她出入時有平安，免
受病菌感染。
 願萬民認識神的福音，高舉神的名，抓緊神的救恩。
15/9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韋碧雲姊妹
 求主保守自己有精神體力作手上的工作。
 求聖靈賜自己有聰明智慧，明白神的話語，每天親近祂更多，更享受在
祂裡面的平安喜樂。
 求主保守身邊的朋友、同事及親友有健康的身體。

16/9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王健瑛姊妹
 感謝主！縱然自己軟弱，但祂仍看顧保守。
 求主賜智慧給母親陳桂珍，讓她靈命成長。
17/9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梁詠蘅姊妹
 為奶奶能在患病的時候看見主恩，能被聖靈感動歸主。
 為老爺以及在英國的母親能有機會接觸福音禱告及未信主的家人。
18/9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李世樂家庭（宣道會宣愛堂，日本）
 感謝上帝的恩待，縱使借用場地委實是教會的重大挑戰，但手工班卻
能分組在學員家中繼續進行，感恩！
 我家三口子開始接種疫苗，求主憐憫並保守。
 教會正為著 2022 年計劃禱告，尋求上帝的引導，願教會元首的心意，
透過三陸希望基督教會成就在這地。

主題經文：
「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
知道的。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使徒行傳 1:7-8)
2021 年第三季《每日讀經釋義》耶利米書
日期 12/9(日) 13/9(一) 14/9(二) 15/9(三) 16/9(四)
經文 44:1-30 45:1-46:12 46:13-28 47:1-7 48:1-47

17/9(五)
49:1-22

18/9(六)
49:23-39

本週代禱事項
 感謝天父讓張寶怡姊妹已順利開展建道神學院四年制「基督教研究學士
及道學碩士結合課程」的學習生活，求主賜下專注、平安和智慧給她，
能適應神學院的生活，並努力面對各科功課、考試、論文和實習等要求，
塑造牧人的品格。
 為姜貴來弟兄禱告，讓他身體各器官能恢復正常運作，癌細胞不要在他
身體裡面破壞。魔鬼所用欺騙的技倆去驚嚇夫婦二人，奉主耶穌基督得
勝的名去捆綁魔鬼的作為，讓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
充滿他們，藉着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去面對前路。

兒青區聚會
2 歲半至六歲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中學生

主日：上午 10:00 至 11:30
東貿 1-2 號房
主日：上午 10:00 至 11:30
幼兒園
主日：上午 10:00 至 12:00
主日：上午 10:30 至 11:30（崇拜）
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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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牧師 ：董美琴牧師
署理堂主任：郭廣輝執事
牧師
：林志文牧師 （牛頭角堂）
宣教師
：梁鳳芯姑娘、廖愛霖姑娘、汪寶雄先生
事工幹事 ︰郭珮珊姊妹*（兒童）
義務宣教師︰鄧建仍先生
行政秘書 ：林慧儀姊妹
行政幹事 ：張玉葉姊妹
幹事
：黃敏兒姊妹
幹事
：羅婉婷姊妹（牛頭角堂）
*為半職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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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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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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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328 室

電話：9851 4726
電郵：info@fan-fire.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