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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富超

感謝主！上班期間，雖偶有不適，但從來沒有支取任何病假。當我慶幸快
要退休，心想難得的一個記錄。去年 12 月堂會完結後，在柴灣工業邨預備過
馬路乘搭港鐵回家之際，忽然天旋地轉。猶幸身旁的姊妹，立即通知前面的弟
兄，把我扶到工業邨地下的花槽坐下，再由董牧及其他弟兄姊妹送我去東區醫
院。如果我暈眩一刻，跌倒在路邊，後果不堪設想。最後證實我是小腦中風。
生、老、病、死，是人生經歷的階段，基督徒也不例外。在我昏迷期間，
幾乎死去。感謝主！耶穌基督來，並不是以審判官的身份，而是拯救者。祂的
降生，
『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
為祂與我同在；祂的杖、祂的竿，都安慰我。
中風普遍需要治療 6 個月，但得蒙主的保守，短時間內就可以回家調養身
體。因小腦中風，影響了吞噬，早期回到家中，仍然要用胃喉吞吃奶類食品，
行動也不很方便。但主的恩典夠我用，祂以大能覆庇我。到 4 月已可以拔除胃
喉，正常飲食，很多人也說我痊愈的速度令人驚奇。
在東華東院療養期間，曾多次打嗝，祈禱後就無事。回家後，有一次忽然
又打嗝，幾經禱告，也不能止著。一家人曾一同禱告，但仍然打嗝。後來太太
和女兒要出街一會兒，我在家中繼續禱告，因深信多禱告，多有力量。耶穌說：
「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什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可 11:24)
最後我大聲打嗝一下，其後就沒有再打嗝了。
在住院期間，得到傳道牧者、執事、堂委、弟兄姊妹、同事、朋友以及在
灣仔堂當導師時所教導的一班團友，相繼來醫院探望，帶來很多禮物及花籃，
甚至有姊妹送來在日本買的馬油，心內感到十分溫馨。
能夠康復，是神的保守，家人的照顧，以及弟兄姊妹關心。願柴灣堂能夠
成為一個充滿「愛心」的教會、一個「溫馨」屬靈的家。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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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文牧師於是主日往青衣全完堂證道。
2. 兒童區大喜樂導師請往辦公室郭珮珊姊妹的工作桌面取 7 至 9 月份教材資
料。
3. 「音響投影事奉人員大招募」於 8/7(六)下午 2:00-3:15 在東貿禮堂舉行，
請弟兄姊妹於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參加。
4. 「初信成長班」於 9/7-3/9(主日)上午 11:30-1:00 在東貿 1-2 號房間舉行，
請弟兄姊妹於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參加。
5.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15 位；兒童 56 位。
6. 上主日共收獻金$143,002.30。本月至今獻金共 $527,942.90。若肢體在兩週
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7. 昆明助學籌款目標為$130,600，現籌得款項共$91,800，請踴躍支持。
8. 同工陳天喜弟兄於 27-30/6 放假。

堂慶崇拜
日期：7 月 2 日（下主日）
／ 時間：上午 10:00
地點：青年廣場Y綜藝館
備註：1. 請崇拜司事於上午 8:45 到達
2. 兒童區安排：
i) 零歲至 2 歲半：托兒服務取消
ii) 2 歲半至 6 歲：上午 9:30 到達柴灣堂幼兒園，家長於崇拜後
到幼兒園接回子女
iii) 小一至小六：與父母一起到青年廣場參與成人崇拜
財政簡報：2017 年 5 月份
經常費
差傳基金
幼兒園教育基金
事工發展基金
購堂基金
慈惠基金
神學生專款
青年廣場事工
發展基金
總數：

本月收入
425,430.19
54,900.00
2,000.00
4,900.00
10,120.00
8,400.00
2,300.00

本月支出
435,151.92
77,080.00
700.00
8,400.00
0
12,000.00
0

22,900.00
530,950.19

28,943.67
562,275.59

本月結算
本年度結存
(9,721.73)
92,471.67
(22,180.00) (15,010.00)
1,300.00
(2,120.00)
(3,500.00)
(2,800.00)
10,120.00
24,830.00
(3,600.00)
10,000.00
2,300.00
4,700.00

基金總結
(52,563.16)
140,509.10
3,168,473.00
1,864,033.29
450,680.00
83,943.00

(6,043.67)
(31,325.40)

(776,423.82)
4,878,651.41

(11,835.34)
100,236.33

植堂專欄
耶和華選召我，使我不跟從羊群，對我說：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說預言。
(阿摩司書 7:15)
阿摩司先知清楚知道神是選召他，要成為神的代言人，宣講神的話。神
需要有心有火的弟兄姊妹擴展祂的國度。鼓勵你/妳為自己祈禱，讓聖靈
感動你/妳。如果你/妳有感動參與植堂，或想了解清楚，歡迎你/妳與林
志文牧師聯絡。
代禱事項：植堂小組將於 7 月份的一個星期日下午拜訪一間成立幾年時
間的教會，期望向他們學習植堂的經驗。求主帶領。

每日代禱資料
25/6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為教會的兒童工作禱告，求主幫助父母成為孩子屬靈的榜樣，一生信靠基
督！也求主幫助導師們在每個星期的教導中，讓聖經的真理引導他們的一
生；更求主感動有心志服事兒童的弟兄姊妹加入，栽培下一代！
26/6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梁炳恆（男萬年青組）、何家仁（萬年青組）夫婦
‧ 感謝神，長者生活津貼出雙糧，生活豐富！
‧ 女兒一家三口去日本旅行至 29/6(四)回港，求主保守他們旅程順利！
‧ 求主保守夫婦二人身體健康，炳恆腳步有力，家仁每天生活有主的保守！
27/6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京柏蓮姊妹（萬年青組）
‧ 為未信主的丈夫禱告，求主感動他的心，願意聽福音，相信耶穌！
‧ 為自己的牙齒禱告，因有不適，求主醫治！
28/6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勞坤（長青組）
、何家義（萬年青組）夫婦
‧ 求主祝福家庭有平安、有幸福！
29/6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林善能（男萬年青組）、黃美顏（萬年青組）夫婦
‧ 為夫婦二人禱告，求主保守各人的身體健康，生活裡有平安！
‧ 為兒子子彭一家三口去美國廿多天禱告，求主保守他們在旅程中有平安！
30/6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林錦輝、葉詠勤夫婦
‧ 感謝主！錦輝除了膝蓋有點痛外，其他大致安好，求主醫治膝蓋的疼痛！
‧ 求主保守錦輝每天去老人院探望詠勤的路程！
‧ 詠勤住老人院，身體仍然軟弱，求主憐憫！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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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在 4 月初平安完成工場全體宣教同工會議。之後我們一家在
復活節假也順利探望東亞區工場，為行程平安感恩！
‧ 感謝主阿米剛完成 5 月份的事工旅程，為他平安歸來感恩！這一倘他恰
巧遇上一位同工，傾談下得知他的翻譯隊正進行路得記的翻譯工作，即將
要經過顧問審核這一關，所以有點緊張，也很期望這次審核會順利及有所
學習。這是他們翻譯隊第一本譯出來的書卷，請為他們有一個好開始祈
禱。
‧ 另外也請為我們差會東亞區工場祈禱。因當地政府更大地收緊對外國人
居留工作的政策，我們在這區的文字及聖經翻譯工作面對更多困難。有同
工難以得到居留簽證，被迫返國等待機會，以至很多崗位被迫懸空。能留
下的同工在事工上也有很多限制，士氣備受打擊，請切切記念。
‧ 感謝主！孩子們在六月初已應付了大考。
‧ 也為阿米 7 月份往清城的事工行程準備工作代禱。
每日一禱： 親愛的主耶穌，求祢給我一顆要明白聖經和查究聖經的心。願祢
興起腓利來指教我，又求祢呼召腓利，成為祢解明聖經的出口，
讓人得著生命更新的喜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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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
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立比書 3:13-14）
第 50 週：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
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摩太後書 3:16-17）
第 51 週：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們當以基督耶穌
的心為心。」
（腓立比書 2:4-5）
第 52 週：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
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以賽亞書 41:10）

本週代禱事項
‧ 今個星期是 52 週句句金的最後一週，求主幫助我們在過程中或背或讀，
都能夠將神的話語藏在心裡，並實踐出來！
‧ 溫穎瑤姊妹的祖母溫葉婉君於早前安息主懷，現定於 2/7(日)晚上 7:30 於
紅磡世界殯儀館二樓永恩堂舉行安息禮拜，並於 3/7(一)上午 10:30 往哥連
臣角火葬場火葬！願主安慰家人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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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上午 10:00 至 11:30
主日：上午 10:00 至 12:00
主日：上午 10:30 至 11:30（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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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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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聚會時間
早堂：上午 8:30-9:45
中堂：上午 10:00-11:15
午堂：上午 11:30-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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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