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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主日派發 2017 年度堂委選舉選票，請會友於 9/10(主日)或以前填妥交回。
2. 兒童區兒崇敬拜導師請往辦公室郭珮珊姊妹的工作桌面取 10 至 12 月份詩
歌資料。
3. 「萬年青區：黃金海岸酒店自助餐」於 30/9(五) 上午 10:00 在東貿禮堂集
合，請已報名的弟兄姊妹準時出席。
4. 「兒童區：家長必修班」課程於 29/10(六)上午 10:00 在東貿禮堂舉行，歡
迎弟兄姊妹參加。(報名：早堂-趙錦蘭姊妹、中堂-鍾艷霞姊妹、午堂-陳鳳
萍姊妹)
5.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40 位；兒童 49 位。
6. 上主日共收獻金$131,615.90，本月至今獻金共 $397,940.20。若肢體在兩週
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7. 同工李恆瑜姊妹於 28/9-6/10 放假。

每日代禱資料
25/9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星期三晚上開始十二先知書聖經班課程，求主幫助參加的學員，明白真
理，委身成長。
26/9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沈金生姊妹（心靈 high high tea 組）
‧ 求神保守母親身體健康。
‧ 求神幫助未信主的家人能早日返教會認識主。
‧ 願神幫助自己順利完成洗禮班，能在今年洗禮。
27/9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顏秀麗姊妹
‧ 求主保守女兒張寶怡在新學習環境中，仍努力持守真道。
‧ 社會整體經濟環境轉差，求主看顧。

28/9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蘇麗珍姊妹（神光彩虹組）
‧ 感謝主，全家身體健康。
‧ 求神保守兒子潘嘉俊，並帶領他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
29/9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吳雪桃姊妹（心靈 high high tea 組）
‧ 感謝神賜家人身體健康。
‧ 嫂子剛做完腳部手術，求神保守康復過程中順利。
30/9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毛秀英姊妹（朝陽雅座組）
‧ 感謝神大兒子很快適應中學的生活。
‧ 求神幫助大兒子和小兒子懂得和睦相處。
‧ 求神感動丈夫能早日信主。
‧ 自己仍有胃痛，常影響睡眠；腰骨和其他關節仍有各樣痛楚，求主恩待
讓生活上有力。

52 週句句金
第 13 週： 你禁食的時候，要梳頭洗臉，不叫人看出你禁食來，只叫你暗中
的父看見；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馬太福音 6:17-18)
每日一禱： 監察人心的主，求祢憐憫我們在祢面前的無知和有限，寬恕我們
內裡的虛假和偽善，引導我們追求內心的誠實和謙卑，堅持建立
與神真實活潑的關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誠心所願！

本週代禱事項
‧ 萬年青區於 30/9(五)往黃金海岸酒店食自助餐，求主保守當天有美好的天
氣，參加者在路上有平安及喜樂，彼此享受團契生活，相親相愛！
‧ 求神帶領周啟華弟兄的前路，賜下平安，並為他預備一份合適的工作；也
求聖靈保守他一家人。
兒青區聚會

1/10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葡萄藤家庭（灣仔堂，創啟地區）
‧ 感謝神！夫婦二人半年在工場有主帶領平安的渡過，在新的環境中也適
應下來，孩子們也是慢慢的適應了院舍的生活。雖然我們在管教孩子和
管理院舍上，有時候感覺自己經驗不足，力量不足和無助的時候，但是
深深體會到，這不是人手能作的工，主在掌權，主在加能賜力。
‧ 孩子在原來的村校學習上時候沒有教導回家要温習功課，回到家也沒有
家人指導，現到了鄉鎮的學校面對功課明顯十分吃力，自主學習的能力
很弱，學校的老師有太多學生也無法顧及較弱的學生，我們在他們放學
時給他們一些個人功課輔導，需要的孩子很多，我們的時間也是有限，
我們希望可以培養孩子可以有自主學習能力，功課好的孩子幫助功課弱
一些的孩子。記念他們希望孩子們可以接受我們的教導努力學習。
‧ 個案記念：我們有兩個孩子因為路遠和家庭的一些原因停學一年多，現
在有機會讓他們重返學校，但是他們也是面臨一個比較大的挑戰和壓
力，他們需要適應再回學校的環境，也要接受自己功課跟不上的事實，
我們給他們很多時間個人輔導，但是收穫甚微，我們希望通過鼓勵引導
使這兩個孩子自主的努力學習。求神幫助讓我們有耐心的去給於他們教
導。
‧ 在社區關懷方面，我們看到許多的需要，邀請大家在禱告中記念，我們
可以在微小的一件事上帶着基督的愛走進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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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上午 10:00 至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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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上午 10:00 至 12:00
幼兒園
主日：上午 10:30 至 11:30（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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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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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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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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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神是我的審判者

（第３８期）
區振光

當每一個人受到委屈，都希望有人同情、安慰和開解。在家裡，小時候兄
弟姊妹為瑣事爭吵，總是希望父母不偏不倚地為自己伸冤作主。在學校，學
生之間有不同的成長背景，或多或少會因此而產生磨擦，老師必然是討回公
道的對象。在社會，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崗位，一個有能力的上司，可以是你尋
求工作層面上公平待遇的對象。那麼，在整個人生之中，誰會是你最終的申
訴對象？在你心目中，最公平、公正、公開、公義的審判，又能令你順服的，
將會是從何而來？以下三個故事，可能會給你一些啟發。
約在主前 605 年，上帝將以色列民交予異邦管治，一個年輕的以色列人，
與他一起的三個同伴，被擄到巴比倫去服侍王室，他們堅守原有猶太人的飲
食習慣，勝過了異國飲食（王膳）的試探。三個同伴因不向王所立的金像俯伏
敬拜，被捆綁及扔在烈火的窰中，他們還能在火中遊行，隨後他們安然無恙
從火中出來，身體、衣服得以絲毫無損。及後他在年邁之時，雖然得到瑪代波
斯王（接續取代巴比倫王朝）器重，先被誣陷不去遵守王的 30 日禁令，即不
能在他的神面前祈禱懇求，繼而被扔在獅子坑中，因上帝的使者封住獅子的
口，卻又絲毫無損。身處這些經歷，對比今天的職場處境還要更「激」！
在這等不利的大環境和強大的壓迫下，他們為甚麼不會背道、屈服？因
為，他們信靠的，是掌管宇宙萬物的上帝，甚至於身陷絕境之中，信心也不會
動搖，全因順服而得到保守。而且，他們相信，這些誣陷他們的人，必會自食
其果，上帝必定在適當時候予以懲罰，還他們一個清白。這裡說明，重要的是
忠貞與堅忍，等候與盼望。
「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
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
作為父母、老師（導師）
、上司的你，是否也是一個在「地上」稱職的審
判者？信心是一生年月的功課，點滴累積的成果，你會怎樣準備迎接從「天
上」而來的審判者？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