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價值：我們是委身相愛、生命更新、薪火相傳、見證基督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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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是主日林志文牧師前往便以利會香港仔堂證道及施餐。
2. 「新約概覽」課程已於 1/3 開課，上週未能參與的弟兄姊妹，可於 8/3(三)
晚上 7:30 回東貿禮堂。林牧師將會把第一堂的精要解釋；晚上 8:00 準
時開始第二課。
3.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44 位；青少年 21 位；兒童 42 位。
4. 上主日共收獻金$116,505.80，2 月份共收獻金 $621,350.00。若肢體在
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5. 2 月份祈禱會出席總人次為 110 人。
6. 同工郭珮珊姊妹於 5-11/3 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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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齋期屬靈操練
日期：3 月 5 日(是主日)
時間：下午 1:00
地點：東貿禮堂
1/3 是大齋期的開始（Ash Wednesday)！為期四十天記念主耶穌受苦，故
又名預苦期！
大家手上、網上的 1/3-15/4 的屬靈操練手册正是幫助我們透過馬可福音，
認識、親近主耶穌！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為主擺上每天 15-45 分鐘，還是恩典！
為一助大家進入、掌握，歡迎你齊來參加操練，享受靈筵！

2017 年大齋期屬靈操練
每年復活節前的四十天（不計其中的六個主日），教會傳統稱為「大齋期（或
預苦期）」
。大齋期是為受苦節／復活節作屬靈的準備：透過靈修禱告、禁食和
分享等捨棄自我的操練，進入耶穌受苦的歷程，為復活得新生命做好準備，使
之成爲一個真實的體驗，而不只是頭腦上的反思。而大齋期的第一日稱為聖灰
星期三或塗灰日。2017 年大齋期由 1/3(三)開始至 15/4(六)為止。
教會為弟兄姊妹預備了一本「40 天屬靈操練」小冊子，鼓勵弟兄姊妹取一本
在家中靈修，也鼓勵各小組在開組時分些時間出來，彼此分享。同時，也可以
把你在「大齋期生活操練計劃」表，交與同工或弟兄姊妹，互相守望。
招募插花事奉人員
招募︰4 至 6 月份負責主日崇拜插花事奉人員
查詢︰請與陳姚根英師母聯絡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備註︰為讓更多人參與事奉，請事奉者先填寫一次，待有空缺才繼續填寫。

福音班 (更新)
日期：3 月 26 日至 5 月 14 日(主日) 共 7 堂 (16/4 放假)
時間：上午 11:30 至下午 1:00 / 地點：東貿 1-2 號房
導師：梁鳯芯姑娘、林志文牧師
對象：對聖經和基督教信仰有興趣人士 / 準備洗禮者
內容：探討基督教的信仰內涵、耶穌基督的生平事蹟和教訓
日期
課題
26/3
生命的創始
2/4
從苦罪到新生
9/4
生死空間
16/4
放假
23/4
祂的一生
30/4
未曾平反的命案
7/5
復活的震撼！
14/5
一個帶著盼望的抉擇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差傳佈道課程
柴灣堂於是年度其中一個事工重點為「需要為本的佈道」
，傳道部已邀請了
香港短宣中心前來教授佈道訓練，共 8 堂。鼓勵各弟兄姊妹踴躍參加，接
受裝備，在這一年為主結出福音的果子﹗
日期：3 月 26 日至 5 月 14 日(主日)，共 8 堂
時間：上午 11:30 至 1:00
地點：祥利街祥利工業大廈 4 樓 B 室 (Gateway 基偉)
26/3
如何向陌生人打開話匣(單張運用) + 實踐
2/4
運用佈道工具：珍貴福音
9/4
如何講述個人得救見証
16/4
如何向家人傳福音
23/4
如何向同事傳福音
30/4
陪談訓練
7/5
難題解答
14/5
福音外展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每日代禱資料
5/3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教會首兩個月已有接近 100 人次參加培育課程，求主幫助參加的弟兄姊
妹在學習中生命得到造就，結出果子！
6/3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林佩屏姊妹
‧ 工作十分忙碌，求主保守健康及有智慧、能力應付一切！
‧ 兒子區浚權四月考五級琴，求主幫助！又求主加添他有做司琴的感動！
7/3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林旭艷姊妹（樂 Rejoice 組）
‧ 工作繁重，求主加力並賜喜樂的心。
‧ 願主賜福，讓自己和家人也有健康的身體，又願他們能夠相信耶穌。
‧ 求主指引前路，又在信仰上更渴慕主，有堅固的心。
8/3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林俊賢、陳思穎家庭（樂 Rejoice 組）
‧ 感謝神！在家中彼此服侍過程中時刻經歷天父的喜樂和愛。
‧ 求主加力，使我們一家可定期出席小組。
‧ 求主使用我們，使未信主的家人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
‧ 3 月中會出外旅遊，求主保守旅途平安。
9/3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劉倩婷姊妹（約拿組）
‧ 感謝主！母親的肝酵素回復正常，沒有胃痛和嘔吐。求天父繼續看顧及
保守父母和哥哥一家人身體健康。
‧ 求主賜力量、精神給自己及有智慧應付繁重的工作，以及能有安靜祈禱
和靈修。

10/3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劉綺雯姊妹（千年從組）
‧ 求上帝賜自己一顆謙卑的心、受教的靈，好讓自己能走在祂的旨意裡。
求上帝讓自己常保持敏銳的心，領受神對自己說的話。
‧ 願上帝赦免自己隱而未見的過錯，不容任意妄為的罪轄制。
‧ 願透過認真及用心的事奉，讓自己實踐並成長。
‧ 今年劉氏大家庭將有多一位侄兒，求神保守整個懷孕及生產過程。又求
上帝帶領各小朋友的成長路，願他們有顆謙卑的心去認識祢。
‧ 求上帝讓自己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及收入，從而有能力擔起頭家。
11/3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羅氏家庭（長沙灣基道堂，創啟地區）
‧ 在 2 月初，第 7 班的 3 位學員已回來 C 城作最後 1 個月的學習。他們已
經過了 23 個月的學習與實習訓練，希望可以在學習結束後，靠著天父的
恩典和能力。
‧ 去年 10 月差會議決將在半年內成立國內差會一事，籌組工作已經展開，
目前最需要的是可以承擔執行的負責人，他不單要具備事奉工人應有的
條件，有天國的異象，要懂普世宣教，有行政能力，能跟不同階層的人
接觸，又被同工接納。請禱告記念！

本週代禱事項
‧ 大齋期「40 天屬靈操練」已開始，求主幫助弟兄姊妹透過教會提供的小
冊子靈修，並在小組分享，彼此激勵！
‧ 感謝神！陳天喜太太(文穎欣)於 28/2 誕下兒子，重 8.5 磅。母子平安，求
主祝福他們一家。
‧ 近日流感高峰期，不少人患上感冒，甚至生命受威脅，求天父保守各人有
強健體魄，以增強抵抗力及保持身體健康。

52 週句句金
第 33 週：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在他裡面生根
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
了。
(歌羅西書 2:6-7)

主任牧師
牧師
宣教師

第 34 週：

你們既受洗與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與他一同復活，都因信
那叫他從死裡復活神的功用。
(歌羅西書 2:12)

第 35 週：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裡有
基督坐在神的右邊。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
事。
(歌羅西書 3:1-2)

第 36 週：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用詩
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歌羅西書 3:16)

每日一禱： 天父上帝，我們同心合意向祢祈求，讓我們的生命不以福音為
恥，在遇到任何情況，都持守感恩的態度，又讓我們在這世代作
見證，堅守主的教訓。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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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時光總是飛逝。每個清晨倚窗禱告，晨曦之光正提著我季節
的變換，冬去春來夏將至。這樣，2017 年已經過了六份之一。
過去兩年，我們在摸索作主門徒的意思。按著主耶穌的召命：凡我所吩
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藉著在小組的「扎根立足．展翅上騰」
、
「登山寶
訓」查經系列，我們把作門徒的核心價值理解、掌握。
經過這兩年，我們基本上定調柴灣堂要成為一間銳意門訓（intentional
disciple making church）的教會。也就是說我們會以為主製造有生產力的門徒
為目標。事實上，這取向完全脗合我們的願景：信徒在每一代以生命見證，活
出基督的樣式，轉化社區。但需知製造有生產力的門徒是一個過程，絕非一
觸即蹴。稍後（2017 下半年）
，我們先經過翻土（靈命「陪」育—同工同行）
，
再按進度而開設門訓小組，製造門徒。弟兄姊妹，你要準備囉!
今年，在柴灣堂快要踏入第 30 年的日子，我們會以「需要為本的佈道」
來展現門徒的面貌：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因此，在 26/3-14/5 共有 8 堂的佈
道訓練，裝備我們去為主作見證。緊接的是復活節的福音主日，讓肢體既學
習了佈道法，亦有平台可邀親友參加崇拜，傳揚福音。接著在下半年，每區亦
有各自的福音預工及負責的福音主日，以助大家實踐「需要為本的佈道」。
每間教會每主日最聚焦的就是主日崇拜。我們現在參加崇拜人數久達三
百多人；然而，我們在崇拜中有與神相遇的經驗嗎？在我們崇拜中有何安排
的提昇，可叫神更喜悅、得榮耀？故在三月，我負責三堂激勵人心的崇拜的
講道，求主耶穌使用。在下半年，我們更需要思考在硬件上作出怎樣的轉變，
好叫主日崇拜是叫神得榮耀、人心得激勵的。
弟兄姊妹，我們作了計劃，但「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
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故此在19/3(日)教會
祈禱會中有特別為過去五年的回顧、感恩，更為前面的五年展望禱告、交託
神。誠邀你出席，共同參與、禱告。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