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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信徒在每一代以生命見證 活出基督的樣式 轉化社區

主日崇拜程序
預備心靈

宣召

詩篇 96:1,4

主席

敬拜讚美

主席

讚美祈禱

主席

讀經

馬太福音 5:1-12（新約 5 頁）

講道

《有福的人》

奉獻

奉獻全生歌

奉獻祈禱
散會詩

讀經員
陳偉文牧師
會眾
主席

有了祢異象

會眾

祝福

牧師

家事報告及
代禱

同工

家事報告
1. 教會祈禱會於 21/7(四)下午 1:00 及 22/7(五)晚上 8:00 舉行。鼓勵弟兄姊妹
同心禱告！
2. 7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8/7(四)晚上 7:30 在東貿召開，敬請各堂委留意。
3. 由上主日開始週刊更新，懇請弟兄姊妹留意，特別是事奉人員。
4. 同工林志文牧師於 19-20/7 放假。
5.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292 位；青少年 34 位；兒童 54 位。
6. 上主日共收獻金$206,038.30，本月至今獻金共 $275,835.80。若肢體在兩週
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7. 昆明助學籌款目標為$141,800，現籌得款項共$58,900，請踴躍支持。

兒童及青少年牧區暑期活動一覽表
日期
20-22/7

活動
飛躍牧區夏令營

對象
飛躍牧區及新朋友

25-29/7
2-4/8
8-12/8
7-13/8
14-19/8
28/8

烤箱好主意
兒童區生活營
小導師訓練計劃
恩平訪宣
幼兒園暑期聖經班
親子黃昏營
暨升班禮

升小一、小二學生
升小三至中一學生
升小四至小六學生
飛躍牧區
升 K2 及 K3 學生
兒童牧區家庭及導師

地點
曹公潭
戶外康樂中心
幼兒園
馬灣救世軍營地
東貿
恩平
幼兒園
保良局
大棠渡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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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牧區 -- 親子日
主辦：兒童區
日期：7 月 31 日(主日)
時間：上午 11:45 至下午 1:30
地點：柴灣堂幼兒園(當日寶寶崇拜改在柴灣堂幼兒園進行)
對象：K1-K3 寶寶家庭及新朋友
內容：親子遊戲、讚美操、美食大賽及繪本分享 II
備註：當日仁愛、大喜樂(即小學級)崇拜移師到培元幼稚園進行
報名：聯絡陸秀嫻姊妹或蕭秀珍姊妹

愛上這個家 - 親子黃昏營暨升班禮
主辦：兒童區
日期：8 月 28 日(主日)
時間：下午 1:30 至晚上 9:00
地點：保良局大棠渡假村
內容：遊戲、營地設施、晚膳
對象：柴灣堂 K1-P6 所有家庭、寶寶、仁愛、大喜樂導師
收費：每位$50 (大小同價)，3 歲或以下免費 / 名額：80 人
集合時間：下午 1:30(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柴灣羅屋民族文化館
回程時間：晚上 8:00
請向兒童事工幹事報名
截止日期： 8 月 7 日或額滿即止

會外消息
2016 香港書展
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將於下週舉行，當中設有基督教坊，除了新書和重點書
籍介紹，亦同時舉辦四場講座，讓你持續得力！
日期：7 月 20 至 26 日(三至二)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灣仔博覽道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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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8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作成主的工」
日期：8 月 1 至 10 日（一至三）
地點：九龍城浸信會（亞皆老街 206 號）
時間
主題
講員
研經會
疾風勁草-劃時代的工人
馮浩鎏牧師
上午 9:45-10:50
講道會
信仰深度行-21 世紀基督門徒的 icons
麥漢勳牧師
上午 11:15-12:20
奮興會
活出頁頁精彩人生
陳方牧師
晚上 7:00-9:00
現場同步直播：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地址：香港柴灣新廈街 323 號）

每日代禱資料
17/7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為教會薪火相傳禱告，求主幫助兒青區在暑假的各項工作，讓參加的兒
童及青少年生命得著造就，過一個有意義的暑假。

為宣教士祈禱 邱根浩家庭（沙田堂，泰國）
‧ 求主保護及帶領在南部四個多月的時間，指引我們以甚麼方式認識朋
友，並有時間好好總結過去半年所學到的。
‧ 神讓我們出入平安，看到祂的心意，敏感及適應不同城市的文化。
‧ 求神看顧此地每一個人民的身心靈。
18/7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陳美蓮姊妹
‧ 求主祝福世界的人開心快樂。
‧ 感謝神！賜自己健康，工作愉快。
‧ 感謝神！兒子及媳婦都返教會。願主使他們堅信主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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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張寶惠姊妹（神光彩虹組）
‧ 為期十日的昆明訪宣，求主使用！
‧ 為女兒的家庭禱告，求主修補互相之間的關係！因孫兒成績不理想，要重
讀中一，求主教導他明白凡事依靠主，願藉著背金句的操練，使大家明白
神的旨意。
20/7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陳沁芬姊妹（神光彩虹組）
‧ 求神軟化女兒的心，引領她認識真神的愛。
‧ 求神賜下福音機會，讓拜祖先的二弟和弟婦可以認識耶穌。
‧ 求神憐憫軟化二妹一家人的心，可以脫離天道五教的轄制，願意開放認識
耶穌是獨一的真神﹗
21/7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張玉清姊妹（學神一族組）
‧ 求神保守現有的工作情況可以穩定。
‧ 求神帶領兒子梁浩然可以有穩定的工作，賜他開放的心認識福音。
22/7

23/7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馮氏家庭（柴灣堂，新加坡）
‧ 浩鎏繼續參與靈風基金協辦的講道訓練，裝備中國基層教會的牧者及平
信徒領袖忠誠宣講神的話，並開展本土化釋經講道運動。下一期集訓將
在七月舉行，我們盼望有四十位牧者出席。願神使用，讓教會扎根於神
的話語，活潑增長。
‧ 浩鎏、珍妮探訪東北亞一個封閉地區。這國家與極少地區有邦交。求神
賜我們敏銳及開放的心靈，體察當地人民的需要，並與使團同工有美好
的相交。使團盼望在未來五年內，差派 25 位新同工到區內，求主開路，
並差派祂的工人，事奉機會包括農業專家、公共衛生、教育及英文老師
等。
‧ 記念戴德生電影制作的企劃，撰寫一個能觸動年輕一代的劇本，真誠表
達戴德生屬靈生命，並能通過電影審核，實在極具挑戰。為珍妮參與這
企劃的委員會代禱，我們需要神所賜的創意、膽色和洞察力。
‧ 感謝神力殷今年的健康及體力有很大的改善，除了學科的掌握，他也積
極參與基督少年軍及戲劇社的活動，在繁忙沉重的日程中學習平衡。
‧ 欣寧在英國 All Nations Christian College 參與短期學習，求主鞏固她所學
的能預備她進入職場。七月份，她開始為期一年的實習醫生生涯。從學
生蛻變成為醫生，實在叫人又驚又喜，願她每天與主同行，支取能力與
恩慈。。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張玉葉姊妹（學神一族組）
‧ 求神引導尋找合神心意的工作。
‧ 求神幫助丈夫梁志明可以有依靠神的心來面對工作壓力。
‧ 求神幫助女兒梁嘉文尋求明年讀書的方向，可得清晰的指引。

52 週句句金
第 2 週：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
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
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馬太福音 28:19-20)
第 3 週：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
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
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馬太福音 5:11-12)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每日一禱： 親愛的天父，感謝祢藉著耶穌基督的恩典，讓我們在天國裡有
份！求聖靈幫助並更新我們的價值觀，讓我們能夠活出作主門
徒的生命特質，成為有福的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誠心所
願！

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七日
禍從口出、病從心生

本週代禱事項
‧ 求主堅固並使用昆明訪宣隊在過去一個星期所作的事奉，並保守他們餘下
的行程！
‧ 23/7(六)上午是柴灣堂幼兒園的畢業典禮，求主祝福應屆的畢業生，每一個
都行在神的心意裡，作主所喜悅的人。

兒青區聚會
零歲至 2 歲半
2 歲半至六歲
小一至小六
中學生

主任牧師
牧師
宣教師
事工幹事
事工幹事
事工幹事
事工幹事
實習神學生
*為半職同工

主日：上午 10:00 至 11:15
東貿
主日：上午 10:00 至 11:30
培元
主日：上午 10:00 至 12:00
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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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美琴牧師
行政秘書 ：林慧儀姊妹
：陳偉文牧師、林志文牧師
幹事
：李恆瑜姊妹
：廖愛霖姑娘、葉永傑先生
：陳天喜弟兄 （聖樂及青少年）
：陸秀嫻姊妹* （祈禱及兒童）
主日崇拜聚會時間
︰蕭秀珍姊妹* （幼兒園及兒童）
早堂：上午 8:30-9:45
︰郭珮珊姊妹* （兒童）
中堂：上午 10:00-11:15
：麥浩倫弟兄
午堂：上午 11:30-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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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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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２８期）
曾偉明

創世記 31 章記載雅各逃走離開他舅父拉班的事件，雅各走了三天之後，
拉班才知道女婿逃走，於是立即召集眾人去追趕，過了七天才追上。拉班斥
責雅各不該瞞著他偷走，更指控雅各偷走了家中的神像！當時雅各根本不知
道他深愛的妻子拉結偷走了父親的神像，所以理直氣壯加以否認，且答應把
偷盗者處死。創 31:32「至於你的神像，你在誰那裡搜出來，就不容誰存活。
當著我們的眾弟兄你認一認，在我這裡有甚麼東西是你的，就拿去。」
雅各身為一族之長，一家之主，為表清白，發誓要處死那偷盗者，若不是
神的奇妙的保守，拉結就會命喪在丈夫雅各手中。可惜這魯莽的裁決最終也
成為愛妻拉結的咒詛，使她在回鄉的路上，因難產而死。
晚年的雅各，飽歷滄桑，兄弟鬩牆，約瑟被賣，雅各自述為「白髮蒼蒼、
悲悲慘慘的下到陰間去。」（創 44:29）雅各在法老面前形容自己「我寄居在
世的年日是 130 歲，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
（創 47:9）雅各悲情地認為自己的年歲又少又苦，可見他確定自己生命中的
遺憾，無法化解。這樣的判斷又是否另類的自我咒詛而招災禍？
實情卻是雅各蒙神恩寵，壽終正寢之前還在埃及活了 17 年，兒孫滿堂，
臨終逐一為他們祝福，扶著杖頭敬拜神，
「雅各囑咐眾子已畢，就把腳收在床
上，氣絕而死，歸他列祖那裡去了。」（創 49:33）
我們要謹慎自己的言語 - 「只要祝福，不可咒詛」
（羅 12:14）
、要保守自
己的心思意念，免得跌入咒詛自己或別人的陷阱，只要信，不要怕，當要相信
神的恩典夠使用，必可拯救我們脫離各樣從心而生的焦慮和枷鎖。醫學上的
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被臨床應用在治療上，並取得良好效果，是建基
於病人與醫療提供者互動互信的關係上，正如耶穌回答彼得說：
「你們對神要
有信心……只要相信能夠得到，就必得到。」（可 11:22-24 中文新譯本）
人生得著信靠，淨化心靈，轉化行為，身心安頓、從此可不再禍從口出，
病從心生。(Biology of Belief-- Bruce Lipton 2009)。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