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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堂探索祈禱會」於是主日下午 1:00 在東貿禮堂舉行，懇請弟兄姊妹
出席參與。
2. 教會祈禱會於 20/10(四)下午 1:00 及 21/10(五)晚上 8:00 舉行。鼓勵弟兄姊
妹同心禱告！
3. 10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7/10(四)晚上 7:30 在東貿召開，敬請各堂委留意。
4. 已購買 2017 年全年好日曆的弟兄姊妹，請到收費報名處領取。
(早堂-趙錦蘭姊妹、中堂-張玉清姊妹、午堂-曾潔梅姊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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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留意原定 12/11 改為 19/11 上課)。
(報名：早堂-趙錦蘭姊妹、中堂-張玉清姊妹、午堂-曾潔梅姊妹)
6. 「2016 教會聖誕報佳音及醫院探訪」需招募三位肢體成為隊工伙伴，如
有感動者請於 30/10 或之前聯絡郭珮珊姊妹。
7.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10 位；青少年 26 位；兒童 51 位。
8. 上主日共收獻金$ 97,887.10，本月至今獻金共 $313,546.90。若肢體在兩週
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9. 陳天喜弟兄於是主日往恩平探訪。
10. 同工放假如下：廖愛霖姑娘於是主日；郭珮珊姊妹於 18-29/10。

每日代禱資料
16/10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為柴房事工禱告，求主幫助葉永傑先生及陳天喜弟兄他們手所作的，能
使更多青少年的生命被建立、被牧養，生命得以轉化，成為主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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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余楚珍姊妹（心靈 high high tea 組）
‧ 感謝主！家人有喜樂和平安。
‧ 求主保守兒子工作和學業一切順利。
‧ 求主保守妹妹一家身、心、靈都健康。

18/10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區嘉樂、麥雯卿家庭（約瑟組）
‧ 感謝神！女兒卓盈在英國很快適應，亦開始有教會生活；夫婦二人也多
了些二人世界的空間。
‧ 雯卿工作的中心長期人手短缺，工作量百上加斤，求主加力。
‧ 求主賜力給嘉樂，使公司的新同事能更快適應工作。
‧ 嘉樂的母親腦退化，求主保守她和新的印傭有融洽的相處。
19/10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陳福華、甘麗英家庭﹙牧羊組﹚
‧ 大孫女逸怡於 11 月考大學入學試，期望能達到澳洲墨爾本大學的入學要
求，求主幫助。
‧ 現訓練小學三年級的細孫女沛怡學習處理自己的功課及溫習等等，求主
保守及帶領。
‧ 大女兒詠恩 4 個月前轉了新公司，求主幫助她能快快清理積壓了一段時
間的工作，並督促她要恆常去敬拜神。
‧ 感謝主賜我們夫婦二人身體健康，求主賜力量給我們，更多追求認識祂，
與祂保持親密的關係，生命得以持續成長，愛主、愛人更多。

22/10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李世樂家庭（宣道會柴灣堂，日本）
‧ 求聖靈導引一步一步岩手的支援服事及三陸希望基督教會的開荒植堂，
能持續發展，為主多得人。
‧ 求主保守一般社團法人（一步一步岩手）及日本國福音教會聯會（三陸
希望基督教會）並現場同工有順暢的溝通，大家如同一人，為主拓展天
國。
‧ 求天父保守我們在港長者的身心靈，我們熱切期待明年下旬在港與他們
共聚，分享主愛。
‧ 求主保守並使用接下來從香港到來的兩個訪宣單位，透過他們的事奉讓
我們能彼此祝福。
‧ 求聖靈繼續引導我們接觸的對象。特別是中釜婆婆，因為她近月已停止
參加崇拜了。
‧ 求主保守樂屏心！現場無論是外圍的復興工程，或是隊工的人事變動，
加上「忙碌」將我們打得落花流水，我家三口子務必要靠主拉實線，抵抗
外邊的風雨之餘，裡面能穩定地生活！
‧ 求主指教……破口在哪裡！我們當如何能站在其中……我們能成為堵塞
這破口的人？求主憐憫！

20/10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陳志英、區美蘭家庭（起羊羊組）
‧ 志英的腰部疼痛，雖然看了醫生，吃了藥，但只是好了少少，求主醫治。
‧ 美籣的手仍有麻痺，求主幫助她吃了藥有好轉。
21/10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陳志強、周秀英家庭（約瑟組）
‧ 感謝神，在大事小事上的保守看顧。
‧ 求主加能賜力，使我們在工作與學業上可以應付。
‧ 為志強和秀英的母親禱告，求神賜下健康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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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4 週：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
你們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瑪門。
(馬太福音 6:24)
第 15 週：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
怎樣被論斷；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
(馬太福音 7:1-2)
第 16 週：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所以，
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
就夠了。
(馬太福音 6:33-34)
每日一禱： 親愛的天父，祢既然連祢的愛子也賜給我們，我們為何還要為每
天憂慮呢？求天父幫助我們活在喜樂中，見證天父祢的真實！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誠心所願！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本週代禱事項
‧ 為教會植堂探索禱告，求主引領，帶領我們到祂為我們預備的地方，見證
基督！
‧ 為譚艷琴姊妹、梁健熙弟兄的身體禱告，求主醫治保守他們，叫他們每一
天經歷聖靈所賜的平安與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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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首要？

（第４１期）
林志文

「這殿仍然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嗎？」（哈該書 1:4）
曾經玩過一個遊戲。主持人叫參加者在白紙上寫下五樣最重要的東西或
人物，然後互相分享。過 10 分鐘後，主持人說：
「假若現在戰爭，局勢混亂，
你的『五個最重要』必須放棄其一，你如何選擇？」五分鐘之後，又說：
「現
在發生瘟疫，在你四件事中放棄其一，你會如何決擇？」如是者，主持人會
說：發生政變、發生大地震，先後要放棄其一的重要事件。到最後，
「假若現
在你身患重病，連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都要失去，你的感想如何？」之後就
分享捨棄的次序和其中的理由。原來我們眼中最重要的人與事物，都在於我
們如何決定他們在生命中的位置，沒有甚麼對於作為一個人是絶對必須的，
一切只在於我們將其放在甚麼次序上而已。如果我們每隔一段時間，去檢討
「我們生命中有甚麼事或人是最重要的呢？他們真的有這麼重要嗎？」來思
想人生的優先次序，可以把焦點重新集中，善用有限的時間，使生命更豐盛。
閱讀《哈該書》時，上帝就提醒我們很多關於優次的事。約在主前 537 年
以色列民可以從巴比倫返回耶路撒冷，他們帶著豐富的資源（以斯拉記 2:6469），重建聖殿，重建家園。到了哈該先知時代（約主前 520 年）
，聖殿仍然
未完成，還說：「建造耶和華殿的時候尚未來到。」（該 1:2）。故上帝要藉著
先知的口來挑戰他們，用了一個不用回答的問題來問：
「這殿仍然荒涼，你們
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嗎？」（該 1:4）上帝不是不讓我們住得好、生活質素
好，上帝如此問的用意是幫助他們解開他們心中的問題，讓他們知道已經入
了迷惑，認為應先讓自己繁榮並滿足自己的需要，然後才有能力完成上帝的
事情。
《哈該書》讓我們明白，如果不把上帝的聖工放在首位，結果是種卻不
收；吃卻不飽；穿卻不暖；得工錢卻溜走。最後仍以失敗收場。
「甚麼是我們的優先？」用哈該先知的字眼，我們應當省察自己的行為
（1:5、7）
，深切的思考我們如何對待上帝的家，同時也要思考我們又是怎樣
對待自己的家？事實上，延後重建聖殿的問題是以色列民對上帝的熱情減退
了。省察就是要把我們人生的優先次序再整理，看看甚麼是重要的事。
上帝的國度要擴展，是要我們與上帝同工，你願意省察「何為首要」嗎？
把仍然荒涼的聖殿建立起來嗎？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