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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第一次蒞臨本堂參加崇拜的朋友，散會後歡迎您留步片刻，讓我們
彼此更多認識。福音班於上午 11:30 在東貿房間 1-2 舉行，歡迎新來賓參
加。
2. 「大齋期屬靈操練」於是主日下午 1:00 在東貿禮堂舉行，懇請弟兄姊妹
踴躍出席。
3. 教會祈禱會於 6/4(四)下午 1:00 及 7/4(五)晚上 8:00 舉行。鼓勵弟兄姊妹
同心禱告！
4. 「龍山堂交流」於 6-7/5(六至日)舉行，截止報名日期為 9/4(下主日)。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5.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25 位；青少年 27 位；兒童 59 位。
6. 上主日共收獻金$256,128.30，3 月份共收獻金共 $687,230.80。若肢體在
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7. 3 月份祈禱會出席總人次為 1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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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牧師安息年(4/2017-3/2018 )
董牧師於四月份開始有一年的安息年（有薪長假），她創堂並事奉
至今超過 29 年，這是我們柴灣堂一項答謝她的特別安排，讓她可以在
安息年去尋求退休後的事奉模式，也讓柴灣堂同工可以有一年的預習去
承傳。
在安息年期間，董牧師不會在柴灣堂擔任任何職務，但不表示她不
會在柴灣堂出現。若有任何個人需要或問題，請找柴灣堂其他同工，好
讓董牧師真的可以在這年安息。

每日代禱資料
2017 年 4 月份教會祈禱會
日期
6/4(四)
7/4(五)
20/4(四)
21/4(五)
逢星期日

時間
下午 1:00
晚上 8:00
下午 1:00
晚上 8:00
上午 7:30

負責人
林志文
林志文
葉永傑
葉永傑
王敏瑛

2/4

為教會代禱
‧ 為教會的青少年工作禱告，求主幫助同工及導師們每個星期的教導、同
行，能幫助他們找到自己的人生意義及信仰生命；也為他們的父母禱告，
懂得如何啟導子女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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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週祈禱會-與主同走最後路
日期：4 月 10 至 13 日（一至四）
時間：下午 1:00 至 2:30 及晚上 8:00 至 9:30
地點：東貿禮堂
內容：默想、禱告、分組分享
備註：請帶同大齋期屬靈操練手冊；鼓勵小組組員一同參加

「見證復活主」行區祈禱、佈道見證
日期：4 月 16 日（主日）
時間：下午 1:30 至 3:30
地點：東貿禮堂、柴灣社區
內容：敬拜、簡介、行區祈禱、佈道見證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吳潤洪弟兄 （千年從組）
‧ 感謝主，左腳扭傷已經好多了，但仍然未能做劇烈的運動，求主保守。
‧ 母親 4 月開始做物理治療，舒緩肩膊痛楚，求主醫治。
‧ 為小組祈禱，不同組員都面對不同的困難，願主看顧，願弟兄姊妹一同
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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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眾罪」受苦節默想會
日期：4 月 14 日（五）
時間：晚上 7:00
地點：東貿禮堂
內容：默想、禱告
備註：請穿著素色衣服及長褲（因屆時需要坐地下）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星期日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吳文慇姊妹（樂 Rejoice 組）
‧ 求神加自己信心，在生活中可看到上帝的工作。
‧ 為家人信主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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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吳美淇姊妹
‧ 求主看顧家中父母、丈夫及自己有健康的身體。
‧ 求主幫助自己對神繼續有追求和順服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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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伍國和、馮潔玲家庭（靈昇查莊組）
‧ 國和工作忙碌，公司六月或有變動，求主保守！
‧ 兒子謙朗眼睛經常發炎，需用類固醇眼藥水，但多用會有青光眼風險，
求主憐憫醫治！
‧ 感謝神！潔玲生活按神的帶領漸有改變，求主加力，繼續進步！
‧ 願神賜機會和勇氣邀請家人出席褔音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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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潘嘉鳴、李冠美家庭（牧羊組）
‧ 感謝神！女兒潘昕和兒子潘曦是開心的小孩，雖然偶有爭執，但也懂得
互相體諒。
‧ 潘昕在學習方面，缺乏信心，求主加力，讓她有信心、能力、決心去面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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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蔡明康夫婦（宣道會宣愛堂，日本）
‧ 感謝神！在日本頭半年的生活尚算適應；日文學習方面有新的安排及
在香港的家人身體及各方面都無恙。
‧ 在教會有小學生英文日營，約有 40 人參與，求主保守活動能順利進行，
家長及小朋友願意繼續與教會及牧者接觸，讓他們認識福音。
‧ 在日本宣教面對很多屬靈的爭戰，繼續為我們能緊緊的跟隨主禱告。
‧ 為未信主的家人禱告，求神保守家人能經歷神的真實與平安。

52 週句句金
第 37 週： 前行後隨的眾人喊著說：「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奉主名來
的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
(馬太福音 21:9)
第 38 週：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
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
（以賽亞書 53:4）
第 39 週：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
『我父阿，倘若可行，求祢
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思。』
」
（馬太福音 26:39）
第 40 週： 「當下耶穌說：
『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
得。』兵丁就拈鬮分他的衣服。」
（路加福音 23:34）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每日一禱： 親愛的天父，感謝祢愛世人，差遣耶穌來到世界，為要叫我們得
到拯救！求聖靈幫助我們，讓我們能夠看見我們需要的是甚麼！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誠心所願！

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日

本週代禱事項
‧ 為是主日及未來在參與崇拜的新來賓禱告，讓他們能夠看見生命中的意
義和價值，並認識賜人豐盛生命的耶穌！
‧ 為未來教會的轉變禱告，求聖靈幫助同工、執事堂委等，同心合意地建立
教會、相親相愛、見證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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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我要能看見！」路加福音 18:35-43

（第１４期）
梁鳳芯

究竟是否只有健全的眼睛，才能看見耶穌呢？答案應該「不是」
，就
算是有健全的眼睛，也會看不見耶穌。
常聽到人說：
「看不見的神，怎能夠去信祂呢？」人生活在這個現實
世界，所追求的往往是能看見、能摸得到的東西，基督信仰常強調叫人
信上帝，但人卻看不見神，怎麼能夠去信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神是看不見的，意思是神並不是肉眼所看得見的
物體，祂是看不見的靈。另外，人與神本質上差異完全不同，神是聖潔
的，而人是滿有罪污過犯的；神是無限的，而人是有限的；人是會朽壞
的，神是不能朽壞的，怪不得人見到神便不能存活。
那麼，究竟「信」是甚麼呢？既然神是看不見的，因此我們必須要
用信心來回應，要尋求祂、認識祂，並要用信心來信靠祂。神創造人，
給人眼耳口鼻手足皮等「感官」
，眼睛只是其中一個感官，但「信」卻是
非物質的「感官」，它是用來感受非物質的事，更是用來去經歷神的。
現在，路加福音 18:35-43 這位盲人，他的眼睛是不能夠看見的，縱
使如此，他就早已知道有耶穌、知道祂的身分和知道祂的能力。他竭盡
全力兩次的大聲呼喊耶穌，相信祂能夠醫治，並全心依靠祂的大能。
親愛的朋友，你在信甚麼？你所信的可靠嗎？你所信的是真神嗎？
你怎麼知他是真神呢？耶穌基督宣稱祂是神、是道成肉身，祂是救主、
是人類的道路、真理與生命。親愛的朋友，你願意接受相信祂為你的救
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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