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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身相愛、見證基督

李玉蓮

大家還記得馬金聖、黃詠兆嗎？他們是我們教會參加了一個社福機構的
探訪活動時認識的。在探訪期間，我們將耶穌介紹給他們認識，後來還帶了
他們返教會。最感恩就是他們願意接受耶穌成為他們的救主，最後還受洗加
入柴灣堂！金聖本身是有癌病的，最終不敵病魔在 2018 年離世，而黃詠兆本
身只有糖尿病，已達 85 高齡身體的機能雖還是可以，不過，他也在 2018 年
12 月 23 日洗禮後的一個星期某日在睡夢中與世長辭；我知道後都很愕然！
過了幾個月時間，我還是很掛念他們，因為他們時時對我講柴灣堂好特別，
每次返到教會弟兄姊妹的關心都令他們有一份說不出的感動；其實我都不覺
得有什麼特別！直至在媽媽安息禮拜中，我更深深明白柴灣堂確實是一間很
特別的教會，因為有百多位弟兄姊妹出席安息禮拜！有些弟兄姊妹因晚上有
聚會，也提早到殯儀館致祭。有些就乘搭家人安排的旅遊巴來參加安息禮拜，
最感動的就是一些平日很少接觸的弟兄姊妹，他們都關心我、問候我！這份
濃情厚愛實在感動！柴灣堂確實是一間委身相愛、見證基督的教會！
雖然信主後，我仍不時要面對很多難題與苦痛，尤其是在 2010 年 12 月
至 2011 年 5 月，短短的五個月，爸爸和女兒先後離世，那種痛苦實在難以形
容。如果不是基督的愛、教會的支持、家人的堅強，我都不知怎樣活下去！
我漸漸懂得在困苦中依靠主而喜樂，因為「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
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 16 : 11) 而且，神亦教
導我：「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詩篇 23:1)
所以，我經常提醒自己，叫自己要多依靠神。唯有主才可以賜予我們平
安、喜樂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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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美琴牧師是主日往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證道、洗禮及施餐。
2. 兒童區導師請往辦公室郭珮珊姊妹的工作桌面取 7 至 9 月份兒崇詩歌及
大喜樂教材。
3.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28 位；青少年 21 位；兒童 50 位。
4. 上主日共收獻金$312,879.80。若肢體在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林慧儀
姊妹查詢。
5. 同工梁鳳芯姑娘於 11-14/6 放假。
三十一週年堂慶戶外崇拜
日期：7 月 7 日（主日）
時間：上午 10:30 至下午 1:00
地點：香港浸會園（新界粉嶺坪輋路 88 號）
旅遊車集合時間及地點：上午 9:30 在柴灣羅屋
報名：早堂-郭金玲姊妹、中堂-甄美娟姊妹、午堂-曾潔梅姊妹
三十一週年堂慶聚餐
日期：7 月 7 日（主日）
時間：下午 1:30
地點：沙田龍華酒家（沙田下禾輋村 22 號）
費用：成人 80 元、小童 40 元（4 歲以上-12 歲）
、4 歲或以下免費（需報
名）
。歡迎自由奉獻
截止：6 月 16 日（主日）
報名：早堂-郭金玲姊妹、中堂-甄美娟姊妹、午堂-曾潔梅姊妹
「修訂逃犯條例」祈禱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神學牧職部職員會於 13/5 就香港特區政府修訂《逃
犯條例》發出聲明，現該部社會關注小組定於 9/6 為修訂《逃犯條例》舉
行祈禱會，歡迎弟兄姊妹出席為香港守望禱告。祈禱會詳情如下：
主題：守護真理，拒絕謊言
日期：6 月 9 日（是主日）
時間：下午 2:30 - 3:30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銅鑼灣禮頓道 119 號）
有意出席者，可於以下連結報名：https://forms.gle/s3pMohm6H1GnjjdU8

柴堂休閒閣
日期：23/6（主日）
崇拜之間，期盼大家稍為停留，飲杯茶、食
件餅，互相關心慰問，彼此建立在基督裡的
情誼，好讓柴堂家能互相守望呀！
時段：早、中堂之間（9:45-10:10）；
中、午堂之間（11:30-11:55）
地點：東貿 1-2 號房
** 為響應源頭減廢，愛護你我的地球，

鼓勵你自備杯子。

2019 初信成長班
日期：6 月 30 日至 8 月 18 日（主日）共 7 堂（7/7 停課）
時間：上午 11:45-1:15
地點：東貿 1-2 號房
導師：梁鳳芯姑娘、董美琴牧師
對象：考慮洗禮、願意成長的弟兄姊妹
要求：學員要完成每星期的習作，每天靈修
課本：《豐盛人生》香港短宣中心
日期

內容

30/6

重生：確信得救的生命

約翰福音 3:1-18

14/7

立約：委身信仰的人生

馬太福音 26:17-35

21/7

教會：在地若天的家庭

使徒行傳 2:37-47

28/7

聖經：超越基礎的真道

使徒行傳 17:1-12

4/8

祈禱：人生路上的引導

路加福音 11:1-13

11/8

見證：不能不傳的救恩

使徒行傳 9:1-22

18/8

服侍：表彰生命的果子

使徒行傳 20:17-38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閱讀經文

廖錦綉姊妹中東短宣服事一年之信心認獻
感謝神，錦綉姊妹將於 7 月初前往中東作一年的短宣服事。她將以英語教學
來服事當地的難民婦女，全年的經費預算為港幣$290,000。本堂已審批並通過
將資助整個預算的六成，即港幣$174,000。其餘四成為竹居台和她自籌各佔兩
成。現誠邀弟兄姊妹參與這次信心認獻，並為錦綉姊妹出發前的準備代禱。信
心認獻表格可向接待處索取。
差遣禮將於 30/6（主日）下午 3:00 於東貿禮堂舉行。誠邀弟兄姊妹出席以表
關心、支持。

每日代禱資料
9/6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聖潔的主，求使我們柴灣堂的肢體有聖靈的光照，叫自己為自己的罪誠
心痛悔！
10/6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余智恆、繆啟欣家庭
‧ 感恩大兒子煒日今年遇到很包容和愛心的老師，課後輔導導師和同學。
求神看顧煒日將升小二，差派天使在他身邊幫助他，讓他更懂得和別人
相處和逐漸學懂表達自己感受，令别人能明白他。
‧ 求主賜我們信心和勇氣，與小兒子煒天面對九月將升小一的適應和學習
要求。
‧ 求神保守我倆的心，不要被孩子們學業成績和表現所影響，偏離了愛孩
子的心。
‧ 求主讓我們謹記在繁忙生活中，也要照顧彼此和自己身心靈的健康。
11/6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翁偉誠、孫素蘭家庭
‧ 求神幫助偉誠在工作和教會生活可以得到平衡。
‧ 求神為素蘭開路，帶領她找到新工作的方向。
‧ 求神賜恩給兒子梓朗讓他從小認識和信靠神。

12/6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潘嘉鳴、李冠美家庭
‧ 一家四口於 7 月中前往泰國清萊的孤兒院作生活體驗，求神使用我們有
體驗及能力幫助和關心當地孩童，也賜我們一家有平安和健康的生活適
應。
13/6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余堅德、林詩聰家庭
‧ 感恩堅德找到新工作，求神保守他工作順利，有智慧面對新工作之人與
事。
‧ 求主保守詩聰工作順利，身體健康，靠主面對不同的壓力和挑戰。
‧ 為兒子泓希面對考試祈禱，求天父給他耐性、專注去應付考試。
14/6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陳智明、李裕屏家庭
‧ 感謝主，三個孩子也信靠上帝，願神帶領他們未來升學的路，造就他們
成為尋求神喜悅的人。
‧ 求主憐憫裕屏的爸媽及哥哥們，讓他們早日遇見上帝。
‧ 求神賜下力量給夫婦二人，繼續忠於上帝給他們的召命。
15/6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蔡明康夫婦（宣道會宣愛堂，日本）
‧ 感恩，5 月有幸參與岩手教會的成立式，在訪宣中亦與牧師有美好的同
工及分享。
‧ 6 月初到岩手縣尋找房屋，因當地的供應不多，主不願意租給外國人住，
求主供應。
‧ 7 月底前仍在仙台的教會實習，求主讓我們珍惜與同工及對象的關係。
‧ 為淑賢的父母禱告，求主讓他們得著平安及接受救恩。為明康的父母禱
告，求主賜身心靈的健康。
主題經文：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
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裡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
是我們的身體得贖。」
(羅馬書8:22-23)

2019 年第二季《每日讀經釋義》使徒行傳
日期

9/6(日)

10/6(一)

11/6(二)

12/6(三)

13/6(四)

14/6(五)

15/6(六)

經文

3:1-26

4:1-12

4:13-37

5:1-16

5:17-32

5:33-42

6:1-15

本週代禱事項
‧ 「唯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
。今天有遊行，求主賜下平安，
又叫政府能妥善回應民意。
‧ 飛躍牧區於 10-23/6 有 DSE 暑期活動，求主祝福這六男一女的參加者，使
他們認識神及自己更多，更在生命中活出信仰。又求神賜恩加力給天喜及寶
怡去建造青少年的生命！
‧ 林華興弟兄之安息禮拜於 15/6（六）上午 10:00 在香港殯儀館舉行。求主安
慰兩個兒子。

兒青區聚會
2 歲半至六歲
小一至小六
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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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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美琴牧師
：林志文牧師、林家賢牧師
：梁鳳芯姑娘、廖愛霖姑娘
麥浩倫先生
事工幹事
：陳天喜弟兄 （聖樂及青少年）
事工幹事
：張寶怡姊妹 （青少年）
事工幹事
︰郭珮珊姊妹* （兒童）
義務宣教師 ︰汪寶雄先生、鄧建仍先生
*為半職同工

行政秘書
行政幹事

：林慧儀姊妹
：張玉葉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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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11:30
午堂：中午 12: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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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