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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主日董美琴牧師前往第三堂證道；廖愛霖姑娘往小西灣堂證道。
2. 「價值觀重整」於 12/2(下主日)上午 11:30 在東貿 1-2 號房上課。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3.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259 位；青少年 24 位；兒童 25 位。
4. 上主日共收獻金$111,452.10，1 月份共收獻金 $703,140.40。若肢體
在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5. 同工放假如下：廖愛霖姑娘於 7-8/2；李恆瑜姊妹於 7-11/2。
6. 1 月份祈禱會出席總人次為 1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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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鳳芯宣教師簡介
梁鳳芯姑娘得到本堂執事會和堂會的接納，於 2017 年 2 月起獲聘任為
本堂宣教師。鳳芯姑娘已婚，丈夫為顏志良弟兄，她於 2002 年在宣道
會愛光堂受洗，並於 2011 年 6 月在建道神學院畢業，獲得道學碩士學
位，主修輔導。願上帝在鳳芯姑娘的事奉上賜福加力，與我們同心合意
興旺福音，榮神益人。

2017 年新春團拜晚會
主辦：弟兄區
農曆新年是一家人快樂相聚的日子，在我們屬靈的家裡，我們一同在
主裡分享這份喜樂。歡迎教會弟兄姊妹出席。
日期：2 月 12 日(下主日)
時間：晚上 7:00
地點：東貿禮堂
內容：詩歌敬拜、遊戲活動、分享食物
備註：請當晚出席者帶一份食物與大家分享，需自備食具，如教會提
供每份 10 元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2017 讚美操春茗
日期：2 月 21 日(二)
時間：上午 9:30 至中午 12:30
地點：東貿禮堂
名額：30 位(額滿即止)
對象：讚美操組員及有意學習讚美操來強健身體和心靈的新朋友
內容：跳讚美操、詩歌、信息分享及愛筵
(需自備食具，如教會提供每份 10 元)
費用：全免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如有查詢請聯絡蕭秀珍姊妹

新約概覽
日期：3 月 1 日至 4 月 12 日(三)
時間：晚上 8:00 至 9:30
地點：東貿禮堂
導師：林志文牧師
對象：弟兄姊妹
日期
內容
1/3 背景及成書
8/3 符類福音
（馬太、馬可、路加）
15/3 約翰福音、書信、
啟示文學
22/3 使徒行傳
29/3 保羅書信（一）
5/4 保羅書信（二）
12/4 其他書信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讀經
-太 8:28-34；可 5:1-20；
路 8:26-39
約翰一書
使徒行傳 1-2 章
羅馬書 6-7 章
哥林多前書 14-15 章
希伯來書 11-12 章

每日代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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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為世界代禱
‧ 求主記念在世界各地為主的名宣教的同工，加他們力量，堅固他們的信
心及手所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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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張瀚懷、呂彩頌家庭（約拿組）
‧ 感謝主！把兒子以信交託我們，願主引導夫婦二人如何教養孩子成為祂
所悅納的人。
‧ 求主帶領彩頌工作上的安排，願早日找到合適的兼職以便有更多時間照
顧家庭。
‧ 求主預備合適的家庭傭工幫忙處理家務。
‧ 願主憐憫瀚懷工作上的勞苦，加能賜力予他兼顧事業與家庭。
‧ 請記念夫婦二人未信主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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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張逸文弟兄（千年從組）
‧ 求主感動父母叫他們早日信主。
‧ 求天父保守家人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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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張菁菁姊妹（God Friday 組）
‧ 將要調往新部門工作：新的職位、新的工作環境、新的同事，求主幫助
早日適應及與人和睦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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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張淑儀姊妹
‧ 為自己的靈命代禱，能更努力祈禱和靈修，與神的關係更親近。
‧ 求神賜在工作上有力量和智慧，能榮神益人。
‧ 求主保守父母及弟弟的身體、精神和心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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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週：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
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
樣。
(以賽亞書 50:4)

第 31 週：

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裡，我
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 (歌羅西書 1:13-14)

第 32 週：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
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歌羅西書 1:28)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陳敏燕姊妹
‧ 自己與孩子時常輪著生病，求主醫治，保守身體健壯。
‧ 丈夫陳剛長駐國內，兩地分隔，求神看顧保守。
‧ 兒子陳俊霆今年升小學，求主預備合適的學校。
‧ 女兒陳婧瑤今年入讀 K1，求主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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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週句句金
第 29 週：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羅馬書 12:1)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米露家庭（油麻地基道堂，東南亞城）
‧ 感謝主！泰北語聖經已付梓印刷，即將分發售賣！泰北語的口音、用語
與標準泰語在很多地方有分別。情況就好像我們中文的普通話與粵語的
分別相類似。求主幫助泰北的教會能盡快推廣這較貼近他們心的語言的
譯本，讓更多泰北人更深入明白神的話。
‧ 我們有一組同工負責在東南亞區內協助少數民族詩歌事工，工場圖書館
也有不少藏書供這團隊使用。近日一個族群在我們同工指導下學習作曲
填詞，並第一次用聖經經文創作了三首詩歌。他們帶著興奮感恩的心情
返回鄉間跟村民分享他們的成果，也盼望之後能創作更多聖詩可唱頌，
請為他們感恩祈禱。
‧ 阿米 2 月底往北部邊境工場一星期多跟進圖書館事工，四月初也有約十
天往工場參與事工會議。請記念他路途平安，阿露有充足體力照顧孩子。
‧ 記念我們一家新一年更努力侍主，在時間、能力上作一個好管家。紫米
露要應付小五下學期的呈分試，為中一升學作準備。求主賜他智慧、專
心來應付。

每日一禱： 親愛的天父，感謝祢賜下平安和喜樂的福音！求主幫助我成
為福音的使者，忠心地事奉祢；又求祢使我剛強壯膽，勇敢
地向人傳福音，榮耀祢名。奉主耶穌基督名求，誠心所願。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本週代禱事項
‧ 是主日兒童區大喜樂牧區有「放眼世界」外出活動，求主叫我們透過「地
球的禱告」認識神創造大自然的奇偉。
‧ 為曾富超弟兄吞嚥正常禱告，可以自己吃食物，現在仍要插胃喉。
‧ 姚順彩姊妹電療已完成三星期，副作用漸出現，但仍可接受及可進食，為
此感恩！明天做電腦素描及磁力共振，祈求有正面的結果，治療有好果
效！
‧ 楊志謙弟兄(胡尚君的丈夫)於昨天在東區醫院由陳牧師為他床邊洗禮，求
主堅固他的信心，並能夠安穩在耶穌裡面！

兒青區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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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牧師
牧師
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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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幹事
事工幹事
事工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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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幹事 ：張玉葉姊妹
：葉永傑先生、梁鳳芯姑娘
幹事
：李恆瑜姊妹
廖愛霖姑娘、麥浩倫先生
：陳天喜弟兄 （聖樂及青少年）
主日崇拜聚會時間
：陸秀嫻姊妹* （祈禱及兒童）
早堂：上午 8:30-9:45
︰蕭秀珍姊妹* （幼兒園及兒童）
中堂：上午 10:00-11:15
︰郭珮珊姊妹*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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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七年二月五日

植堂的根由…之始

（第６期）

關寶煇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
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約翰福音 15:2
以上的經文在 2012 年尾的 A.C.T.S. 進修營領受後，－直記在心中。
真正的植堂感動是在 2013 年 10 月收到基道堂 45 週年的【按時候結果
子詩篇人生 150 靈修集】後萌芽，靈修集内有一個圖表把基道堂由 1968
年到 2012 年 44 年內植出了 7 間堂會的發展史，我當時非常感動，在
執事會把感動與教牧及執事們分享，终於執事會於 2014 年 7 月通過成
立由我及楊美珍執事負責的植堂探索祈禱小組，以禱告開始尋索神的
心意，禱告了五個月後就有一個啓示出現…
在 2015 年 1 月 27 日筲箕灣雅然幼稚園的顧問聯絡董牧師，誠邀
我們接手該幼稚園，需然後來條件談不攏，但神好像給我們一個預演，
除看到董牧師對植堂的義無反顧外(她希望在 2019 年退休之前植出第
二間堂)，也感動了張志聖執事説：「是時候我們要成立植堂探索小組
了！」
蒙主帥領賜福「植堂探索」小組在 2015 年 3 月 21 日成立，亦在 4
月份堂會中通過由董牧師帶領陳福華執事及陳孟宣弟兄正式開始探索，
第一站是將軍澳。植堂祈禱亦於 2016 年 6 月擴展至全教會。現在禱告
戰士除了我，楊美珍執事，陳福華執事，陳孟宣弟兄，董牧師外，神也
感動了福嫂，林志文牧師一家加入！更有每次都來植堂探索祈禱會，默
默禱告支持的弟兄姊妹！求神繼續帥領！
2017 年開始，我們會在週刊更新全教會植堂發展。當然禱告支持
是少不了的！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