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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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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祥利大廈需作電力維修，是主日之佈道訓練課堂將暫停一次。其後
課堂將順延至 21/5 完成。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3. 4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7/4(四)晚上 7:30 在東貿召開，請各堂委到接待處的
藍色堂會資料文件夾中領取議程及有關文件。
4.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39 位；兒童 33 位。
5. 上主日共收獻金$96,163.80，本月至今獻金共 $417,896.10。若肢體在兩週
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6. 林志文牧師於 26-27/4 放假。
義賣籌款活動
主辦：夫婦區
日期：4 月 23 日（是主日）
時間：上午 9:30-10:15、上午 11:00-11:45、中午 12:30-1:15
地點：東貿 11 樓空中花園
形式：義賣自家制曲奇餅和漂書
籌得的款項將交給傳道部差傳小組，用於南亞裔事工
馬可福音
主辦：培育部
日期：5 月 10 日至 6 月 28 日(三) 共 6 堂
時間：晚上 8:00 至 9:30
/
地點：東貿禮堂
導師：陳偉文牧師
/
對象：弟兄姊妹
內容：認識耶穌的身分和職事，從而跟隨耶穌，作主的門徒
參考：馬可福音—福音之始、孫寶玲、明道研經叢書
日期
課題
閱讀經文
10/5
1:1-20
神子初現與職事之始
17/5
放假
24/5
1:21-45
權能展現
31/5
3:7-35
神子身分
7/6
5:1-43
神子權柄
14/6
放假
21/6
7:1-8:26
神子權柄與神子身分
28/6
8:27-10:52
門徒的意義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每日代禱資料
2017 年昆明訪宣隊
感謝神又再一次給予關心昆明學生的機會
日期：7 月 10 至 17 日（一至一）
內容：籌辦生命營、家訪及關懷學生
費用：$5500 (教會會資助 1/3 費用)
報名：有感動者，請聯絡林志文牧師，須經面試
截止報名日期：5 月 28 日（主日）

（……接封面）
這正是天父愛我們的方式。
「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
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為千萬人存留慈愛，赦免罪孽、過犯，和
罪惡，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
34:6-7
到今天，自己亦不斷的在經歷著天父的慈愛及管教。神慈愛的屬性我們都
很熟識，為千萬人存留慈愛，亦有赦罪的恩典，經歷慈愛故然感覺良好，但同
時，天父也會管教，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當自己做得不好時祂會施行管教，
為的是使我能歸正，但往往管教都是不好受的，卻知道一切源於天父對我的愛。
「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 因為主所愛的，
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來 12:5-6
在信仰生活中，我們享受經歷天父爸爸的慈愛，但同時我們有否預備好被
這位爸爸管教我們?
我們都是天父爸爸的愛子，讓我們在生活中細味這份父子關係。

23/4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為教會的弟兄工作禱告，求主幫助林牧師有智慧與能力帶領整個牧區工
作的牧養及發展，也幫助每一位弟兄在生活與家庭中為主作美好見證！
24/4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黃惠珍姊妹（學神一族組）
‧ 4 月份開始，工作上需要負責一個義工訓練課程，求主賜智慧能力應付。
‧ 為大嫂及姪女(意潁)能早日放下去年底哥哥離世的哀傷，好好生活；並求
主讓他們明白唯有耶穌才能賜人生命盼望及拯救的獨一真神。
25/4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黃少芝姊妹（開心百合花組）
‧ 求主施恩憐憫，解開自己所有捆綁，使病能快快痊癒，不再拖延，早日得
釋放！
26/4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黃蕊芯姊妹
‧ 公司剛有人事變動，求主保守自己能夠與新上司建立良好關係。
‧ 求主繼續保守自己和母親身體健康、常常喜樂。
27/4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葉明皓、溫穎瑤家庭（牧羊組）
‧ 為穎瑤的祖母祈禱，自從在家中跌倒後，各種功能正在慢慢地衰退；現在
已很少說話及減少進食。求主保守她的心，也保守照顧她的兒媳，能常存
盼望的心。
‧ 為夫婦二人的未信主和遠離信仰的家人祈禱，求主幫助他們能親身經歷
主的真實。
‧ 感謝主，孩子們都健康成長！求主賜智慧給我們，讓我們更明白他們，給
予他們獨有的空間成長。也求天父保守我們的心，叫我們能愛孩子像天
父愛我們一樣。

28/4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葉娟雲姊妹（千年從組）
‧ 求主幫助未信主的家人，快快接受主耶穌的赦罪與救恩！
‧ 求主幫助自己有一顆像小孩子的心，常常聽到主的聲音！
29/4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劉澤榮家庭（基道堂，烏干達）
‧ 感恩神！聖誕和新年各項福音聚會及活動都有很多華人參加，而 3 月
一個佈道會中有 5 位新朋友決志，求主堅固他們的信心，並能在主的愛
和真理中扎根成長。
‧ 3 月到剛果(與烏干達西面接壤)探望一些對福音渴求的華工，向他們分
發聖經及分享主耶穌的大愛和救恩(一位德國宣教士邀請並搭路)，感謝
主保守與當地宣教差會有美好的配搭。
‧ 今年帶領教會落實本地關懷事工。現已開展了助學計劃，求主感動更多
肢體關懷失學孩子。
‧ 4 月份有醫療短宣(東部村落)，除醫療外，更有探訪和青少年福音聚會，
求主使用，成為村民的祝福。又保守籌備過程順利(包捨醫生執照申請，
藥物購買…)。
‧ 請懇切為南蘇丹禱告(聯合國於 20/2 已宣佈該國進入饑荒狀態，全國
490 萬人急需糧食，7 月將增至 550 萬。)求主感動不單大國富人伸手救
援，一般人都願作那「好撒馬利亞人」(6 年前聯合國就索馬里饑荒發出
13 次警告而得不到世界積極的回應，造成 26 萬人餓死。)。又求主止
息持續的內戰，讓人道組織能將物資盡快運往饑荒地區，解決燃眉之
急。
第 43 週：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
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以弗所書 6:13）
每日一禱： 感謝復活的主耶穌，祢不單為愛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救贖
我們脫離死亡，更賜我們有神的兒女的名份。求主加能賜力，
使我們能以祢所賜的生命，活出主耶穌的樣式，轉化祢為我們
各人所預備的社區，榮耀祢的名，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誠心
所願！

幼兒園事工代禱
1. 今年我們加強學生福音工作，由以往一次暑期聖經班，改為與老師合作
每月一次學生福音崇拜，浩倫分享信息。我們希望有系統地將福音教導
學生，祈禱他們能主動邀請父母帶他們返教會。
2. 「父母加油站」在 5-7 月有 5 次活動在東貿進行，目的是以定期活動凝
聚家長，現有 13 位家長報名。祈禱家長們能主動和開放自己，在分享互
動中產生歸屬感。協助的姊妹們有智慧和耐性關懷家長，在其中經歷事
奉喜樂。
本週代禱事項
‧ 感謝主，上主日有三十多位弟兄姊妹參加「行區祈禱及佈道見證」！求主
幫助我們如何為主作美好的見證，服侍柴灣這個社區！
‧ 董美琴牧師於 28/4-10/5 出外培訓，求主保守適應及蒙神使用！
兒青區聚會
零歲至 2 歲半
2 歲半至六歲
小一至小六
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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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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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第１７期）
陳天喜

最近經歷一個小生命的出生，對我來說也意味著一段新關係的開始，我在
細味着這段嶄新而又似曾相識的父子關係。
愛的觀念
很多時候也會聽到有父母對著他們年幼的孩子說：
「你再唔乖就唔錫你嫁
喇！」
、
「再係咁唔聽話就唔要你嫁喇！」… 當成為人父親時，我猶其在意這
些說話，仔仔是很可愛的，但有時他的確是「曳豬」，會不分早晚不計長短的
以哭聲告訴你他的需要，作父母的有時也被他弄得很心煩，但我常提醒自己，
在任何時候也好，「不愛你」
、
「不要你」等等的說話也不會出口，因為我很清
楚知道，我愛我的孩子不是因為他乖，他做了甚麼事，只因他是我的孩子，沒
其他理由了。愛是因著一份關係，不是條件式的，如果要孩子符合父母的期望
才值得愛，那父母愛的很可能只是孩子的成就，而非孩子本身。父子關係一生
都不會改變，提醒著我這份愛一生都不應改變。
我很清楚知道，這種愛的觀念是因為我也曾這樣經歷天父的愛。「唯有基
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 5:8，
主耶穌在我還未認識祂的時候，我還滿身罪污的時候，已毫無保留地愛我，甚
至作祂兒女至今亦屢屢要讓祂擔憂，但我很清楚知道自己再不好，天父依然愛
我，因為天父愛不因為我做了甚麼，只是因著父子這份關係，在任何情況下這
種關係及這份愛也不會改變。
我們作父母的，或是教會常提到彼此相愛的關係中，我們的愛是帶有條件
的，還是因著關係，也值得我們深思。
愛的方式 – 慈愛與管教
當仔仔還未出世時，教養孩子這個問題已常在我心。這個世代孩子都很矜
貴，萬千竉愛在一身，作為父親的，同樣希望將最好的給我的孩子，但同時亦
知道，對孩子的管教同樣重要，做得好的要欣賞，不足的要鼓勵，犯錯的要責
備、解釋、糾正，慈愛及管教並施，使孩子在愛中被建立，行在正途中。
（第 3 頁續……）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