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景：信徒在每一代以生命見證 活出基督的樣式 轉化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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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7 份堂會會議將於 28/7(四)晚上 7:30 在東貿召開，請各堂委到接待處的藍
色堂會資料文件夾中領取議程及有關文件。
2.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29 位；兒童 40 位。
3. 上主日共收獻金$192,704.80，本月至今獻金共 $468,540.60。若肢體在兩週
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4. 昆明助學籌款目標為$141,800，現籌得款項共$66,090，請踴躍支持。
5. 同工李恆瑜姊妹於 26-27/7 放假。
影音事奉人員訓練班
日期：7 月 24 日(是主日)
時間：下午 1:00 至 2:00
地點：東貿禮堂
歡迎有感動於影音事奉的弟兄姊妹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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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新愛筵 …. 我們歡迎你﹗
日期：8 月 7 日(主日)
時間：下午 1:30 至 3:00
地點：柴灣堂幼兒園
對象：2015-2016 年度參加教會聚會的新來賓、是年度的洗禮者及新來賓。
目的：讓我們彼此認識，鼓勵大家愛神、愛人和投入教會生活﹗
內容：飲飲食食、Fun Fun 樂趣、柴灣堂的歷史、見證分享等。

28/7
會外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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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為教會「句句金」運動的推動禱告，求主幫助弟兄姊妹在背誦金句的過程
中，讓神的說話在生命中潛移默化，更新改變。
25/7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鄭禮謙姊妹（經嘗喜樂組）
‧ 8 月和家人去旅行，求神保守一切順利和平安。
‧ 為小組組員跟隨主，屬靈生命有成長，能成為一個有福的人祈禱。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鄭寶玉姊妹（神光彩虹組）
‧ 下星期和家人去旅行，求主保守平安和玩得開心。
‧ 求主帶領孫兒張樂勤的前路，讓他經歷神是他生命的主。

26/7

27/7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張美華姊妹
‧ 感謝主！家人和自己身體健康。
‧ 願主用祂的慈繩愛索吸引家人早日信主，接受福音。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張珍玉姊妹
‧ 感謝主！母親彭月琴身體健康。
‧ 侄兒在英國將大學畢業，求主保守順利畢業，稍後回港與家人團聚。
29/7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張琼英姊妹（朝陽雅座組）
‧ 感謝神看顧，身體壯健。
‧ 求主幫助兒子早日解決經濟帶來的壓力。
30/7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蔡明康夫婦（宣道會宣愛堂，日本）
‧ 感謝神！終於完成神學課程，大部份科目的成績已公佈(有些成績也不錯
呢！)，期望能順利畢業。
‧ 感謝神！籌款的事情上雖經歷些困難，但得到教會牧者及弟兄姊妹的安
慰、鼓勵及實質協助，真的很感動！緃然我們未踏入長宣工場，已感受
到來自神家的愛及支持，使我們更有信心的踏上。
‧ 感謝神！每次在教會、團契及小組分享蒙召見證及日本宣教異象時，不
單再次想起及經歷神的恩典，也得到弟兄姊妹正的反應及鼓勵。
‧ 繼續與差會商討出發工場的細節，尤其是家中小狗順利申請前往日本的
安排。認獻仍有不足，尤其起步費與目標仍有距離。(起步費$345,000，
長宣費用 $145,000)差會要求在 8 月底前籌集全期款項，求主興起更多
勇士回應需要，也繼續感動弟兄姊妹在禱告中記念我們。
‧ 有智慧地安置及處理家中的物品，尤其與業主相討租約的安排 (8 月底
約滿，但希望可以延期，要視乎出發前往工場的日期而定)，出工場前的
身心靈預備，尤其對家人及教會的不捨，求主安慰。

52 週句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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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週：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
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
隱藏的。
(馬太福音 5:13-14)

每日一禱： 親愛的天父，求祢使用我鹽和光的見證，榮耀主名，並在小組
和弟兄姊妹中以見證互相勉勵！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誠心所
願！
本週代禱事項
‧ 兒童區烤箱好主意於 25-29/7 舉行，求主使用，建立兒童及青少年導師的
生命。
‧ 叢錦英姊妹於 26/7(二)入院做白內障手術，需先停服薄血藥，求主保守手
術順利。
‧ 郭志華弟兄於 26/7(二)入院做通波仔手術，求主保守手術順利及賜下平
安！
‧ 龍景雲姊妹(小龍女)於 22/7(五)主懷安息。求主安慰家人！
‧ 求主幫助在暑假期間，父母如何善用時間與子女共渡親子時間，也讓子女
過一個有意義的假期。
‧ 求主賜下平安，憐憫在法國及德國的恐怖襲擊下一切死傷者的家人及制止
一切的兇惡，除去人與人之間的仇恨、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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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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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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珮珊姊妹*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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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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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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話

（第２９期）
郭珮珊

今年堂會退修重遊那地，使我憶起往年在這裡遇見一個他的事件。
「小姐，
我第一次來到這裡遊覽覺得風景很美，可否替我影一張相？」一個穿著全身
黑衣打扮入時的高大女士出現在我眼前，她的出現把我嚇壞了，我以為是鬼！
她把我驚嚇到手上的聖經滑落在地上，並情不自禁地驚叫起來，我這個反應
倒把對方嚇倒了，她連連說對不起！在驚慌失措下我替她拍了相片，她就離
開了。
我看著她的背影，世上有如此高大的女人？她真的是女人嗎？行山為何
穿着像去飲宴的服飾？兩小時過去了，我正要離開之際，她竟然從另一處再
出現。
「不要怕！我只是想說多一次對不起。你可以給我少少時間聽我的故事
嗎？」原來他自幼與姑母同住，時常被女性圍繞，姑母為方便做生意，自小把
他打扮成女孩。直到他在社會上工作，他覺得女性較男性被社會人士接納和
容易認同。今天他來到這裡有一個目的，那就是他的心理醫生吩咐他，在不
同的環境測試陌生人對她外貌的反應並用一年時間決定他性別的取向。
她竟然問我以下一個問題，你覺得我做男或女比較好？我坦然回答：
「我
們的相遇是偶然，過了今天我們相遇機會微乎其微！我真心地想你做回你本
來的性別。」他有些愕然問為甚麼？我答：
「不要改變神起初創造你本來的性
別，祂為你難過傷心，或男或女祂早已為你命定。如果你有認識基督徒朋友，
跟他們返教會，那兒有很多接納你的朋友，還有上帝在等你。」他默言不語。
我反覆思想，面對這個陌生人，我真心地向他說出一句「真心話」是多
麼自由。耶穌也是一位講「真心話」的主。尤其教訓律法師、文士、祭司長、
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還有耶穌站在巡撫面前；巡撫問他說：「你是猶太人的
王嗎？」耶穌說：「你說的是。」這句「真心話」很有震撼力。(馬太福音 27:11)
話說回來，在這世代向別人講「真心話」談何容易，要有冒險精神，可
能面對失去和誤解。特別今天無論向朋友或家人或同事或教會領袖講「真心
話」，有人說比駱駝穿過針的眼更難。
我只是拋磚引玉，大家問下自己多久沒有向身邊的人說真心話？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