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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際關係」課程於 6/6(二) 晚上 7:45 在東貿禮堂舉行。請已報名的弟
兄姊妹準時出席。
2.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25 位；青少年 23 位；兒童 53 位。
3. 上主日共收獻金$124,499.30。5 月份共收獻金 $544,380.20。若肢體在兩
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2017 昆明助學
每年的 6 月 7-8 日都是中國大陸的高考，這兩天全國數以百萬計的高中生都
要參加這「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
。我們教會有幸與其中的十三位
學生牽手走了兩年的高中生涯。今年我們在（10-13/7）從香港走到雲南省的
祥雲縣，探望關心他們及他們的家人，為他們打氣。接下來，我們（14-16/7）
參與一大學生營會，盼望我們 20 多位大學生都可以參加，請大家多多記念。
本年度（9 月開始）支助學生情況：
大學生 28 人，每位港幣 1,900 元；高中生 23 人，每位港幣 900 元。
本年籌募金額為港幣 130,600 元（73,900 元為助學、10,600 元為營會費、46,100
元為雲彩會行政費）。有感動的肢體，請在奉獻封上註明「昆明助學」。

音響投影事奉人員大招募
在現代崇拜的環境裡，音響投影的事奉是相當重要的。它可以使崇拜的流程
更加流暢，讓會眾安心崇拜。你願意加入這事奉崗位嗎？能事奉人事奉神，
是何等的恩典。有感動的弟兄姊妹，請在報名表上填上您的名字。我們會在
下列時間培訓及分享。
日期：7 月 8 日（六）
／
時間：下午 2:00 至 3:15
地點：東貿禮堂
對象：現任音響投影事奉人員務必參加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招募插花事奉人員
招募︰7 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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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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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每日代禱資料
4/6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為祈禱部的工作禱告，求主使用教會的祈禱，讓更多弟兄姊妹在祈禱會
中經歷神的同在，也讓弟兄姊妹為萬國萬民同心守望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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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陸秀嫻姊妹
‧ 感謝神！教會給自己機會參加在新加坡舉辦的突破營。求神幫助可以整
理所學的，讓真理融入生命中，帶來持續的改變。
‧ 從 94 年開始到現在，已擔任兒童工作有 23 年，求神引導自己明白，下
一個人生季度當要事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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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湛沛祺、林慧儀家庭（約拿組）
‧ 感謝神﹗一家人生活安好。
‧ 為沛祺的工作前路禱告，求主預備。
‧ 為兒子思齊能早日適應寶寶崇拜禱告。
‧ 為未信主的家人禱告，讓他們能在主的救恩裡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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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蔡仲愛姊妹（萬年青組）
‧ 求主保守一家人身體健康及平安。
‧ 求神保守這個世界所有人都有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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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李偉良家庭（沙田堂，泰國）
‧ 感謝神！帶領小女李珵順利考進適合的 IB 學校，小兒李蘅也順利回港就
學。盼望他們靈性、品格、學業和自理能力都繼續長進。
‧ 感謝天父引領昱爸歸主，相信主必在大姐一家、偉良妹妹一家動工，感
動他們早日歸主。
‧ 初中門徒小組的成員升上高中不同的學校及班級，求天父引領各人繼續
聚會，靈命成長，做主門徒。
‧ 祝福大學同工夫婦 Ball 和 Great 相愛合一，靈命健壯，過得勝的生活。
‧ 泰南建校得到差會及母會的支持，目前已啓動了由中信差會、竹居台及
母會代表組成的異象分享小組，求天父親自成就這個事工，呼召專業人
材來同心建造。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張玉葉姊妹（學神一族組）
‧ 感謝天父帶領自己有服事柴灣堂的機會。願主幫助自己在靈命上每天都
有成長。
‧ 女兒嘉文剛轉工，求主增添她的信心，並賜智慧和能力去完成她的工作。
‧ 家中仍有很多人未信主，求主軟化他們剛硬的心，願意接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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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每日一禱： 親愛的天父，感謝祢揀選我，讓我在祢的福音工作上有份。求
主賜我有得獎賞的心，並看到清晰的方向，使我明白要專注為
祢盡力奔跑。又求主幫助我學習以祢的教導作我生命的準則，
使我能成為合祢所用的器皿。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誠心所願。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布黑妹姊妹（萬年青組）
‧ 求主醫治自己間歇性的咳嗽，使呼吸系統早日恢復暢順。
‧ 近日香港有虛驚一場的恐嚇事件，求主保守前線工作人員在執行工作時，
生命得著保障。

第 49 週：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
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立比書 3:13-14）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本週代禱事項
‧ 林麗娟姊妹的丈夫於 2/6(五)突然離世(石澳更衣室暈倒)，求主安慰她及她
的家人！
‧ 為中國禱告，求主的公義憐憫臨在中國這遍土地，求主的真理彰顯，叫被
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受壓迫的得自由。

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七年六月四日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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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牧師
：董美琴牧師（安息年 4/2017-3/2018） 行政秘書 ：林慧儀姊妹
署理主任牧師：陳偉文牧師（4/2017-3/2018）
行政幹事 ：張玉葉姊妹
牧師
：林志文牧師
幹事
：李恆瑜姊妹
宣教師
：葉永傑先生、梁鳳芯姑娘
廖愛霖姑娘、麥浩倫先生
主日崇拜聚會時間
事工幹事
：陳天喜弟兄
（聖樂及青少年）
早堂：上午 8:30-9:45
事工幹事
：陸秀嫻姊妹* （祈禱及兒童）
中堂：上午 10:00-11:15
事工幹事
︰蕭秀珍姊妹* （幼兒園及兒童）
午堂：上午 11:30-12:45
事工幹事
︰郭珮珊姊妹* （兒童）
*為半職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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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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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廣輝夫婦

五月初一次意外，在廚房被木砧板跌落擊中右腳，在被擲的那一剎，
血好像全湧向心臟，真的痛到不能作聲，老人家話十指痛歸心，的確形
容得貼切不過！診斷結果是腳趾有四處骨裂，醫生說甚麼都不用做，只
要坐著不動，坐定定個多月骨頭便自會自行癒合。聽到時，心中感到神
真奇妙，早已為人預設自行修復功能，不用 up-date 更新，不然真的會
「wanna cry」想哭呀！
由於不能四處走動，反而讓我能夠坐定定，多了靈修安靜、祈禱及
看書的機會。一天，在靈修中心裡泛起一個意念：神啊！過往我常是理
性地看聖經，
（我不是說理性不好）
，請讓我嘗試用心靈感受祢的愛。改
天上午，打開希伯來書一連看了幾篇，慢慢看，細細讀….讀到第十二章，
作者列出先賢先聖猶如雲彩般，他們為主忠心擺上，來鼓勵當時受苦的
信徒。當時心思停留在「雲彩般」這三個字….忽然想起自己禁足期間，
姊妹們送來的一飯一餸，愛心湯水，WhatsApp 的關心問候，教會的代
禱….這些豈不猶如雲彩般包圍著我嗎！隨著思緒游走，一個一個的家人，
水友(游水朋友)，弟兄姊妹，牧者的臉龐，湧上心頭！感恩之情伴著甜
絲絲的味道，我由心感到神對我的愛的實在！
過去忙忙碌碌的節奏，與神相遇也是匆匆，反而呆坐家中，與祂
相聚反而更多，得力在乎平靜安穩！當人活在快速的生活中，抬頭望天
的機會也少一點，對身旁種種好人好事、天使天軍也會不多察覺，總讓
被愛的經歷悄悄溜走。在跛腳的日子，不可以如常般投入作別人的幫助
時，才察覺自己對接受關懷的不自然、不習慣，人心底裡總會希望自己
妥妥當當的，不易接納受助、受關懷的形象。難怪乎神呼天搶天向我們
作見證，我們也會感到一點兒寂寞。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