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宣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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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工作坊」於是主日下午 1:30 在東貿禮堂舉行，請已報名的弟兄姊
妹準時出席。
2. 「植堂、教會祈禱會」於 15/1(下主日)下午 1:00 在東貿禮堂舉行，懇請
弟兄姊妹出席參與。
3. 1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19/1(四)晚上 7:30 在東貿召開，敬請各堂委留意。
4.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12 位；青少年 31 位；兒童 43 位。
5. 上主日共收獻金$203,679.30。若肢體在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
瑜姊妹查詢。
6. 董美琴牧師、林志文牧師及廖愛霖姑娘於 9-13/1 外出上堂。
培育部課程：使徒信經
日期：1 月 11 日至 2 月 22 日(三)，共六堂
時間：晚上 8:00 至 9:30
地點：東貿 1-2 號房
導師：董美琴牧師
對象：2014-16 年洗禮者
日期
內容
11/1
委身全能的上帝
委身創造的上帝
18/1
委身道成肉身的耶穌
委身死而復活的耶穌
1/2
委身再來審判的耶穌
8/2
委身內住充滿的聖靈
15/2
委身教會與聖徒
22/2
委身救恩真理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備註：已報名者請向林慧儀姊妹購買書籍「委身基督」

句句金存在心
感謝神，52 週句句金已進行了一半，為叫肢體得鼓勵，將於下列經文設立
填充題。請肢體是週多加溫習，15/1(下主日)派發填充題，參加者需即場交
回。獎品於 22/1 頒發。
背頌經文：
彼得前書 2:9
羅馬書 3:23-24
馬太福音 7:24-25
提摩太前書 6:18-19
馬太福音 6:33-34
約書亞記 1:8

新年利是掛飾工作坊
日期：1 月 21 日(六)
時間：上午 9:30 至 11:30
地點：教會禮堂
收費：全免
註：參加者自備相同款式的長方形利是封 30 個
鼓勵弟兄姊妹邀請親友、新朋友參加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新春東壩浪茄讚嘆團
日期：1 月 30 日 (一) 年初三
集合時間/地點：上午 9:00 於柴灣羅屋乘旅遊車出發
行程：觀賞萬宜水庫、親臨東壩地質公園、輕踏浪茄沙灘
費用：$90
名額：56 人（因旅遊車是 28 座位，故足夠人數才開第二部車。）
報名：早堂-鄭寶玉姊妹、中堂-歐娟姊妹、午堂-陳鳳萍姊妹
備註：自備午餐及帶走所有垃圾

資訊科技小組
資訊科技日新月異，新的技術推陳出新，教會為了在牧養和管理上的便利，
在軟件和硬件上不斷更新。如果你有這感動及在這專業的技能，誠意你加入
這小組。如有疑問，請向林牧師查詢。

每日代禱資料
8/1

為教會代禱
‧ 求主幫助弟兄姊妹縱然在患難中，仍得著從上而來的平安，委身相愛、
見證基督！
9/1

男士佈道會：做個身心靈健康的男人
日期：1 月 13 日(五)
時間：晚上 7:45
地點：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18 樓禮堂（九龍長沙灣道 789 號）
講員：陳恩明牧師（基督教豐盛生命堂顧問牧師）
費用：全免
對象：弟兄及未信主男士
報名：致電 9143-9468 聯絡李敏聰傳道、簡廣才牧師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黎明（大衛組）、廖香城（開心百合花組）家庭
‧ 感謝神！賜福我們生活上一無所缺，身、心、靈都有平安，並可享受
勞碌得來的。
‧ 求主幫助女兒美善在大學的學習，都有智慧和恩典，在今年畢業後，
能順利進入社會，找到合宜的工作。
‧ 願主帶領我們更了解神的旨意，積極裝備自己向鄰舍及親友分享福
音，領人歸主。
10/1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陸基恩弟兄（Amen 一族組）
‧ 為在日本認識的 Joyce 姊妹一家、Hope Chapel Kita Church Osaka 和
香港的晨本語老師石并太太祈禱，願她們在新的一年充滿從神而來的
恩典。
‧ 為自己每天能與神同行感恩，求主用雙倍的靈感動自己，使自己少為
自己求，多為別人求，得著智慧的靈。因為阿爸父在自己身上有一個
獨特的計劃，求父救自己勝過軟弱，能榮耀祂尊貴的名。
‧ 為母親、弟弟、父親和在天家的親人祈禱，求父讓自己有智慧將他們
帶到主耶穌基督裡面，讓我們都一同活在主的愛裡。
11/1

會外消息

星期日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施金龍（Amen 一族組）
、陳百花（幸花牽情組）夫婦
‧ 夫婦關係有點緊張，求主幫助。
‧ 女兒曦琳要兼顧學業和兼職，求神保守她身體及精神都健康。
‧ 求神使洗衣店生意穩定。
12/1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施金可弟兄（Amen 一族組）
‧ 感謝神！兒子子祺已經進入社會工作。
‧ 女兒子恩剛升中學，求主加她能力。

13/1

星期五

為教會代禱
龔智民（大衛組）、龍桂崧（心靈 high high tea 組）夫婦
‧ 感謝神的恩典，保守家人有平安和喜樂！
14/1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林永康家庭（柴灣萬善堂，留尼旺）
‧ 感謝神，聖誕節的福音話劇的演出，因著主的保守，能順利舉行，出
席人數也比上一次演出的為多，當中也有好些新朋友來觀看。在當天，
在演出之前，我們來了最後的排練，所有的東西都如常運作。但在演
出之前，音響儀器突然失靈，無法操控。但感謝主，所有演員的咪剛
好是開了，以至不會沒有聲音。雖然音響不能控制，音量也可以接受。
非常感恩！
‧ 上星期六晚的平安夜飯局，與我們一起共聚晚餐的青年，都感受到我
們對他們的關愛。他們也有一個非常開心愉快的晚上。
‧ 這個星期日晚，我們將有一個元旦愛筵，除了教會的弟兄姊妹會參與，
也有一些福音對來參加。求主使用這個愛筵，成為一個分享福音的機
會。

每日一禱： 親愛天父，求讓我們一生在祢面前得蒙鍛鍊成長，並找出人
生的使命，為祢所用。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誠心所願！

本週代禱事項
‧ 感謝神，上主日的祈禱工作坊共有 90 多位弟兄姊妹參加，求主繼續使用
今天下午的祈禱工作坊，讓我們在未來任何境況下，仍能活在耶穌裡！
‧ 感謝神，曾富超弟兄已轉往東華東院療養，求主保守他的康復！
‧ 感謝神！胡尚君姊妹的丈夫楊志謙於平安夜在醫院決志信耶穌，並在 3/1
順利完成心臟起搏器手術；為他之後要治療膀胱癌祈禱，求主加力！另
外，他很想入住護老院，求主賜下合適的安排！
‧ 汪寶雄弟兄左邊面脥有一良性腫瘤，壓著第五條神經缐，引致麻痺，求主
保守一切不變，若做手術也有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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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週句句金
第 25 週： 那天使對他們說：
「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
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
督。」
(路加福音 2:10-11)
第 26 週：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路加福音 2:14)

第 27 週：

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事主。在指望中要喜樂，
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
(羅馬書 12:11-12)

第 28 週：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
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
們的心懷意念。
(腓立比書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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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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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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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文牧師、林志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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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中見上帝
麥浩倫
「苦難」是每一個人都很怕面對的事情，相信 99.9%的人都期望苦難最好
不要發生在自己身上。因此，世人都會想盡辦法趨吉避凶，期盼避過所謂的
劫數，免受苦難。雖然人們用盡方法逃避苦難，但苦難卻在世界各地每天上
映。
人們對苦難的冷感
正所謂「事不關己、己不勞心」
，苦難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人們往往就
如同「花生友」般冷眼旁觀。現代人經常透過網絡媒體接觸世界各地所發生
的苦難，被動地面對全世界的困苦，加上「最好不要與苦難沾上關係」的思
想，普遍的人都養成「雖有觸動，不至行動」
，甚至「毫不關心」的心態。結
果人們只是在消費別人的苦難，震驚一會、慨嘆一會又回到自己的世界中，
成為苦難的觀光客。
苦難助生命的看清
基督徒面對苦難時，常會問「為甚麼？」換回來的除了安慰外，還會有
「上帝沒有應許信祂的人免於苦難」的回應。確實上帝沒有應許基督徒會一
帆風順，耶穌也親身經歷世間的苦難。保羅曾對門徒說：
「我們進入神的國，
必須經歷許多艱難。」(使徒行傳 14:22)保羅的提出相信會很多的基督徒帶來
震撼，他指出苦難是通往天國的必經之路，基督徒不可妄想免受苦難而進入
神的國。
正所謂「不跌過、不知痛」
，沒有經歷苦難的生命是不會看到自己的軟弱
和失敗，容易陷入自我中心的危險思想而忘卻謙卑於主前，讓自己成為生命
的主宰。唯獨經歷苦難，才能看清自己的不足，了解到生命的脆弱。
生命向上帝的開放
苦難的打擊粉碎我們的自我，當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是」時，我們才會懂
得將生命向上帝開放。依靠上帝，生命就有空間被上帝去更新、塑造、建立。
記得神學院院長提過「入得嚟神學院，你要預咗上帝一定會郁你，願神
在這幾年的神學生活拆毀你們的舊我，再重新建立你們，成為合神心志的僕
人。」其實，筆者相信這句話不只神學生受用，對於所有跟從主的人也合適。
今天，就讓我們在面對苦難問「為甚麼」的同時，也讓我們體會及享受從
中被上帝的拆毀流淚，看清自己生命的軟弱和不足，以致願意將生命向神敞
開，讓祂塑造我們的生命，成為合祂心意的真･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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