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第４３期）

甚麼真重要？
董美琴
「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
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
行的。」(詩篇139:1-3)
從六月起，由右膝痛掀起這幾個月的病痛歷程，先是摸索痛的因由，再
找治療方法。所以，前後看過家庭醫生、中醫師、骨科醫生，照 X-ray、MRI、
做針灸、推拿，總是沒完沒了。在其中不無愁煩、掛慮、但卻也深深體會身
邊超多教友的關懷、支持、掛念；有介紹、接送見醫生的，有推介相關短片，
有上門送護膝墊、做鞋墊，這都是恩典，數之不盡！
從今次治療的過程，深深感受神的偉大、創造的奇妙。膝關節退化始於
關節之間的潤滑劑葡萄糖鞍、骨膠原等失了，因半月板未受太大的磨損，打
了一針透明質酸，兩星期後生效，痛楚漸減。奇妙！然而左腳因自動地協助
而多多勞碌，於是左右髖關節也陷入不同的痛楚之中；又再上一課︰骨、肌
肉、筋、經胳等等的存在與關係。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塑造；那時，我的形體並不向你隱藏。
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在
你的冊子寫上了。」(詩篇139:15-16)
在病患中，伴隨的是痛楚，使你步步為營，甚至舉步維艱，但內中是那
份苦難的體驗。明白痛生苦，痛苦在一起時會叫人心沮喪、氣餒，在靈裡也
欠了能量與神溝通，或是去明白神的旨意、留心祂的恩典。而且，往往肉體
在病痛中時最得關注的是肉體的治療：藥物、補充品、伸展班、游泳；差不
多所有的精神、活動都在這類、那類的治療。有好些人甚至連心理醫生、輔
導都要關連。然而，我發現，靈修、安靜在神面前得力，卻是最低檔次的。
靈性常被忽視，但那正正是為甚麼可以痛而不苦、失望而不會絕望，甚至病
患成為「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神安慰我們，使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
那些遭各樣患難的人。」(哥林多後書 1:4)
當值同工：林慧儀 / 張玉葉 / 黃敏兒

使命宣言：我們植根柴灣，訓練門徒，走進人群，建立基督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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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由 11 月起教會祈禱會將暫停同步以 ZOOM 進行。請大家參與現場東貿
禮堂的祈禱會。
2. 10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8/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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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22 全年好日曆」於 31/10(下主日)截止訂購，敬請留意。每本$52，請
到接待處訂購。
4. 上週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254 位；兒童 31 位。
5. 上主日共收獻金$97,593。本月至今獻金共$363,953。若肢體在兩週內仍
未收到收條，請向黃敏兒姊妹查詢。
爾道將臨運動
教會已報名參加建道神學院的爾道將臨運動，是在今年 11-12 月預備迎見主
的三合一運動，在將臨期中，藉著(1)每週小組材料；(2)每週直播課堂；及
(3)每天的個人默想，更新大家對主臨在的認信與有關實踐。
教會鼓勵弟兄姊妹以個人名義參與。(若小組形式參與，請與組員商討，並
按小組之情況自行決定。建道會直接提供組長指引，
唯組長需參與組長訓練，詳情參詳官方網站。)
請於是主日在此網頁報名: https://bit.ly/3BilMFA
(見 QRCode)。
每一位參與之信徒/組長，需要個別登記，方便學院透
過電郵及 whatsapp 發送相關材料。
東區醫院聖誕分享佳音
由於疫情關係，本年東區醫院以錄製聖誕佳音短片，透過網絡與院友、員工
分享主耶穌基督降生的喜樂與平安。參與教會需錄製一首 5 分鐘以下之詩
歌短片(已安排本堂負責拍攝詩歌：誰是主角)。
由於需要練習、拍攝及錄製需時，並需於 30/11(二)前上載給東區醫院。故需
提早報名及招募人手(包括：演唱者、樂手、拍攝及剪接人員)。如有感動，
邀請教會有興趣及擁相關經驗之弟兄姊妹報名參與。截止日期為：31/10(下
主日)，詳情請聯絡汪寶雄宣教師。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柴灣堂 Facebook 網上崇拜直播調查
自去年因疫情的緣故，柴灣堂增設了 Facebook 直播後，確實為大家提供了
新常態下的網上崇拜參與。隨著今年疫情逐步緩和，每堂崇拜坐位放寬後，
近月也因多次技術故障影中堂直播進行。現想進行調查，以了解和幫助仍會
參與網上崇拜的肢體，盼望可以更有效關顧和牧養大家。
請登入連結或掃描 QRCode 參與網上調查
https://forms.gle/YtF2Unr7UGGcNudN9

感恩祈禱會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
定的旨意。」(帖前 5:16-18)
縱然近年香港轉變很大，每個信徒都面對不同程度的挑戰和困難，即或如此，
在你身上總有經歷到上帝給你美善的恩典。願意你從神領受過的恩典，成為
推動力，樂意將感恩、讚美和禱告當作禮物獻給神。
大家可以獻上感恩的禮物包括，以詩歌敬拜神、以見證榮耀神、以禱告讚美
神、以真理鼓勵人。每個項目設有限額，詳情請參閱報名表。
日期：11 月 20 日(六)
時間：晚上 7:00 至 8:30
地點：東貿禮堂
名額：70 人(額滿即止)
截止報名日期：11 月 14 日(主日)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每日代禱資料
24/10 星期日
為世界代禱
 繼續為全球疫情禱告，縱然疫情開始受控，但在新常態下不少人心靈上
都經歷著不同程度的憂慮。讓我們能經驗神的平安與信心，同時在逆境
中不忘向仍有需要的人傳揚福音。
25/10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陳天喜、文穎欣家庭
 感恩比以往多了家庭時間，能陪伴兒子慕恩健康成長。
 繼續拖帶天喜在神學院的學習，讓我們能信賴主的帶領和供應。
 穎欣工作忙碌，求主祝福她身心靈都有健康。
 祝福兒子慕恩身體可以強壯健康，讓濕疹及鼻敏感情況更為好轉。
26/10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李啟賢弟兄
 人生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為自己未來人生的方向祈禱。
 為各人身體健康禱告。
27/10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曾啟滔弟兄
 十分感恩能繼續在教會作聖樂事奉，讚美神的恩典。
 願神賜能力和智慧去應付學業，作好的時間管理以及為未來前路作完善
打算。
28/10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梁曉晴姊妹
 閱讀週剛過去，這個學期快來到尾聲，課業漸多，感到壓力。求主賜智慧
分配時間，希望在忙碌之中也能夠與主親近。

29/10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張寶怡姊妹
 感恩非常適應神學院的生活，可是有時喜愛與同學相交聊天，多於埋頭
溫書。未來一個月在神學院亦有不同的服侍，求主幫助，讓自己可以好
好分配時間。
 上週六約見來年實習教會的督導人，求主保守。
 轉眼間已來到學期中，功課逐漸逼近，求主賜智慧！
 本週開始上咖啡師課程，求主保守學習過程，願主使用。
 記念在家的父母，深知他們想念我，求主保守他們的身體、心靈、工作。
 求主看顧兒童區及飛躍牧區，使年青一代愛慕神的話語，緊緊跟隨主。
30/10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信家（基富堂，美地）
 為申請工場的居留証和籌劃新事工的事宜禱告。
 請記念搬家後的適應和兒子的學業。
 為在港家人平安禱告，求主堅固 Aster 父母的信心。
 請記念 Aster 的身體及跟進醫治小腸氣的療程。

主題經文：
「我兒啊，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
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提摩太後書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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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代禱事項
 為教會於 28/10(四)進行堂會會議禱告。求神添加智慧及能力，按著神的
心意，繼續帶領教會。
 隨著疫情放緩，開始實體崇拜及聚會。求神讓我們重新適應並學懂更珍惜
實體參與崇拜之機會。保守眾人身心靈健康，亦讓我們學習在新常態下建
立與弟兄姊妹的關係。

兒青區聚會
2 歲半至六歲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中學生

主日：上午 10:00 至 11:30
東貿 1-2 號房
主日：上午 10:00 至 11:30
幼兒園
主日：上午 10:00 至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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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牧師 ：董美琴牧師
署理堂主任：郭廣輝執事
牧師
：林志文牧師 （牛頭角堂）
宣教師
：梁鳳芯姑娘、廖愛霖姑娘、汪寶雄先生
事工幹事 ︰郭珮珊姊妹*（兒童）
義務宣教師︰鄧建仍先生
行政秘書 ：林慧儀姊妹
行政幹事 ：張玉葉姊妹
幹事
：黃敏兒姊妹
幹事
：羅婉婷姊妹（牛頭角堂）
*為半職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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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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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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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328 室

電話：9851 4726
電郵：info@fan-fire.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