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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有福氣！

楊美珍

對我們中國人而言，有兒有女，父母尚在，豐衣足食，事事順境，身
體健康和長命百歲就為之有福氣。但是，新約聖經裡面之「八福」對福氣的
定義就很不同。
在馬太福音，耶穌在行神蹟奇事如醫病趕鬼後，越來越多人追隨相信
祂。祂在山上教導許多相信祂的人怎樣作個基督徒。耶穌的教導從來不含糊。
在登山寶訓中，祂清楚教導信徒怎樣才算為有「福氣」。
馬太福音
5:3 虛心的人有福了！……
5:4 哀慟的人有福了！……
5:5 溫柔的人有福了！……
5:6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
5:7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
5:8 清心的人有福了！……
5: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5:10 為義為迫逼的人有福了！……
耶穌所教導的與我們一般人想像到的福氣很不一樣。以上沒有一項是
我們擁有甚麼，經歷甚麼或做到甚麼。這福氣只是取決於我們的態度！八福
的英文是 Beatitudes，beautiful attitudes！信徒美好的態度。
這些態度是認知自己很不足，為著自己時常所犯的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而哀慟。亦為此而尋求怎樣更屬靈更像耶穌，饑渴慕義。而亦因自知有所不
足而會虛心，對著別人有憐恤的心等等。最近一次經歷亦令我對八福中「哀
慟的人」更有體會。有一次我原來不知不覺做了一些事令一個朋友很不開心。
知道後十分哀傷，不只是因為那件事帶來的一些不好的後果而不快，而是覺
得自己虧缺了神的榮耀，為自己作了不好見證而感到很哀慟。那一刻八福經
文浮現腦海，這個態度相信就是為神的事而哀慟。別人可能分辨不出，但自
己就可以從自己的感受和反應去審視自己有沒有這八福所定義的信徒態度。
(第 4 頁續……)
當值同工：林慧儀 / 張玉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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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主日為父親節，本堂致送禮物給每一位父親，祝賀各位父親「父親節快
樂」
。
2. 本堂之早、中堂的座位安排設有 140 人，請弟兄姊妹致電教會 (2896-5111)
或於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另外，中堂崇拜時段同時亦有 Facebook
直播。
3. 教會祈禱會於是主日上午 11:45 在東貿禮堂舉行，並同步以 Zoom 進行。
是次主題：
「為受迫害國家禱告 – 俄羅斯」
。鼓勵弟兄姊妹同心禱告！
4. 已購買第三季《每日讀經釋義》的弟兄姊妹，請到接待處取書。
5. 6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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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StayMissions — 疫境中持續踐行宣教使命」課程於 7/7 - 18/8(四)晚上
8:00 - 9:30 以 Zoom 進行，請弟兄姊妹在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
7. 上週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193 位；青少年 25 位；兒童區 26 位。
8. 上主日共收獻金$117,491.50。本月至今獻金共$329,196.50。若肢體在兩週
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辦公室同工查詢。
2022 初信成長班
日期：7 月 10 日至 8 月 21 日(主日) 共 7 堂
時間：上午 8:45 至 9:45 ／
地點：東貿 2 號房
導師：梁鳳芯姑娘、鄧建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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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10/7
17/7
24/7
31/7
7/8
14/8
21/8

內容
重生：確信得救的生命
立約：委身信仰的人生
教會：在地若天的家庭
聖經：超越基礎的真道
祈禱：人生路上的引導
見證：不能不傳的救恩
服侍：表彰生命的果子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備註：開班人數至少 5 人

閱讀經文
約翰福音 3:1-18
馬太福音 26:17-35
使徒行傳 2:37-47
使徒行傳 17:1-12
路加福音 11:1-13
使徒行傳 9:1-22
使徒行傳 20:17-38

柴灣堂 34 週年堂慶活動「神恩倍增賜柴家」
日期：7 月 3 日(主日)
時間：下午 1:30 至 3:30
地點：東貿禮堂
內容：詩歌敬拜、主題活動、讚美操、數算恩典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鼓勵弟兄姊妹踴躍參加，共慶恩典！因宗教場所仍受防疫措施所限，請弟
兄姊妹報名參加。

家長講座 - 「在轉變中與孩子同行及作生命教練」
新一代的孩子面對著更複雜的環境和挑戰，特別於面對轉變的階段(如升學、
適應學習新常態……)。家長如何與小孩子同行、助孩子面對轉變？期望這
兩次講座能給你更多啟發。
日期：7 月 16 日及 7 月 30 日(六)
時間：下午 2:30 至 4:30
地點：東貿禮堂
講員：張嘉祺先生(神學碩士、管理科學碩士、ICF PCC 專業認證教練)
- 4 名女兒的爸爸及 SEN 的家長；
- 資深領導力培訓師，專長教授教練啟導技巧、情商
(EQ)發展及職涯規劃；
- 畢業於美國史坦福大學，獲得管理科學碩士學位；
- 於 2016 年取得國際教練聯盟(ICF)的專業認證教練
資格。
對象：幼兒及小學之家長 (歡迎弟兄姊妹邀請認識之家長參與)
宣傳單張 (*可轉發給朋友)

網上報名表格

(……接封面)
有了這些態度，焦點是在天上的事，在世上遇到甚麼，得不得到甚麽，
做不做到甚麼不是重點。這些態度會讓我們得到平安喜樂和活得更像耶穌，
得到祂今生並永生的賞賜，得到真正的福氣！

《青少年區快訊 — 關心你關心我》
過去，我們在這環節介紹了飛躍牧區的大概架構，不同的小組，當中
的成員。最新的崇拜情況，大家也應已略知一二，既重新開放了實體崇拜，
也持續有著網上直播，讓可能因各種原因未能回來的、年青的弟兄姊妹都
能夠參與崇拜。為了讓大家更了解飛躍牧區的成員，我們分別邀請了幾位
組長與大家分享。今次與大家分享的組長是麥詠晞，大家都稱呼她為
Melody，另一位是廖詠詩，兩位女組長。
Melody 和詠詩均是飛躍大專組的成員，也是初中組的組長！她們倆
均是在飛躍中成長的，她們對飛躍有甚麼難忘的事？現在她們各自有事
奉，各位在成人崇拜更有可能見過她們 (卻未知名字？!)，因為她們是青少
年敬拜隊的琴手和鼓手。大家如果在成人崇拜時見到她們 ，可以和她們打
聲招呼。(雖然可能是在努力和敬拜隊練習中，只是在她們有空的時間打打
氣也好！)
大專的身份加上組長的身份對她們的事奉帶來甚麼樣的挑戰，也讓
我們細心聆聽~然後為她們多多禱告！甚至加上關心？因為她們正是薪火
相傳的啊！
以下的片段就讓大家親自認識一下她們吧，大
家可以跟著 QR 碼睇片呀！
飛躍牧區不同的組長各自有不同的特質與長
處，希望這些訪問讓大家可以認識他們之餘，也為他
們代禱，始終要陪伴大大小小的青少年是需要時間
和精力的！

每日代禱資料
19/6 星期日
為世界代禱
 為非洲兒童禱告，受疫情、氣候變化及戰爭影響下，東非有七百萬人捱
餓，導致兒童營養不良；而疫症下學校關閉，令兒童失學，烏干達更停課
長達兩年，兒童被迫當上童工，也有少女被誘懷孕。求主憐憫，讓孩童得
飽，並有機會接受教育，免受罪惡所害。
20/6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伍國和、馮潔玲家庭
 國和的父親早前跌倒，已住院三星期，現在回家休養，因為有軟骨壓著神
經線，有時會感覺痛楚並需要帶腰封，求主醫治！
 潔玲近日有點壓力，願神幫助，讓她有倚靠祂的心！
 兒子謙朗將於七月中考試，求主加力讓他能專心溫習，並且保守考試順利
進行！
21/6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潘嘉鳴、李冠美家庭
 感恩一家都有健康的身體，雖然在疫情下，仍有一家去行山及做運動，
保持身心强健！
 大女兒潘昕、小兒子潘曦預備考試，求主讓他們學懂分配時間及預備心
情去面對！
22/6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陳智明、李裕屏家庭
 智明的工作將有新的轉變，求父上帝加能賜力，並祝福智明手所作的工。
 裕屏的工作十分忙碌，求主保守！
 求主讓大女兒憫心、二兒子憫謙及小兒子憫言的成長能在父上帝的旨意
中。

23/6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葉明皓、溫穎瑤家庭
 明皓工作忙碌，工作時間不定時，求神給他智慧分配好家庭和工作的時間。
 穎瑤需兼顧學業及工作，有時會感到疲倦，求主看顧。
 大兒子允呈仍在適應復課的節奏，求主保守他的校園生活，並為六月底的
考試好好預備。
 感謝主！女兒恩陶、恩諾快完成一年的學習，求主繼續保守她們語言上的
適應，並學會將她們的需要在禱告中交託主。
24/6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翁偉誠弟兄
 太太素蘭與兒子梓朗將移居英國，求主保守新生活的開展，及兒子在學習
上有順利的適應。
25/6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李偉良家庭（沙田堂，泰國）
 蘅：本月底赴英探望姐姐，8 月到美國入學，求主讓他在美遇見主。
 珵：求主讓她在英遇見主。
 學校建築：為承建商建築質素與責任感禱告。
 學校招生：求主讓這個月能初步招收到 20 人，又求主將入學的人數，天
天加給我們，直到明年 8 月開學。

主題經文：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若有人
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稭在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
那日子要將他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人在那
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 (哥林多前書 3:11-14)

2022 年第二季《每日讀經釋義》尼希米記、以斯帖記
日期
經文

19/6(日)
13:1-14

20/6(一)
13:15-31

21/6(二) 22/6(三) 23/6(四) 24/6(五)
斯 1:1-22 斯 2:1-23 斯 3:1-15 斯 4:1-17

25/6(六)
斯 5:1-14

本週代禱事項
 本堂會友張諾行弟兄及陳逾心姊妹將於 25/6(六)下午 2:00 假中華基督教
會望覺堂一樓禮堂(九龍旺角弼街 56 號 2/F)舉行婚禮。求主賜福他們的婚
禮及往後的婚姻生活，榮耀主名。(婚禮最新資訊、婚紗相、留言及當日
直播連結：https://meandmory.com/jenny-and-enoch/)
 為兒童區大喜樂組的小六少年人祈禱，他們於 12/6(上主日)前往飛躍崇拜
體驗並有合組玩遊戲的時間。他們將於 9 月的新學年將會升中，無論在
學業、教會生活，都進入新的階段，求主的話保守他們的心，成為他們在
面對轉變時的鼓勵和倚靠。
 汪寶雄先生及李淑芳姊妹之女兒汪凝將於下週從加拿大回港放暑假，於
25/6(六)到港。求神保守一切順利，特別過程中身體健康，免受感染。
 為馬劍雲姊妹的父親(馬錚偉弟兄)禱告，他自 5 月患甲狀腺癌以來，已接
受了 9 次電療，但治療的副作用令口腔乾涸及喉嚨痛。求主保守完成餘
下電療後，喉嚨與頸部肌肉不會有太大創傷。而馬劍雲姊妹將於 7 月開
始放無薪假期方便照顧父親，求主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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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貿 1-2 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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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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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寶雄先生、梁鳳芯姑娘、楊銘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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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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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