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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年的新聞裏常常能看到地震、海嘯、龍捲風、火車出軌、禽流感、登革熱、甚至飛機失蹤、郵輪擱淺 iS iS
在另一層面，世界各處的地方及政府也紛紛出現震動，例如英國脱歐，美國特朗普當選，這些都如聖經所預言般震動！
希伯來書 12 章 26 至 27 節……但如今他應許說：“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還要震動天”這再一次的話，是指明被震動的，就
是受造之物都要拿去，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為何震動呢？希伯書 12 章 10 節告訴我們: 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惟有
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分。追求聖潔，作為信徒，神要我們在震動來臨時在他的聖潔上有
分！特別在這屬靈爭戰不斷增加的時代，我們的靈命更需要紮根在神聖潔的國度，使我們能在震動中屹立不倒，繼續為主作工，
拯救靈魂！
在我來說這些年裏，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當我初信主時什麼都不曉得！但我就是憑著一個簡單的心去信靠主，行着這條恩典之路
一步一步去做。首先到教會崇拜，再參加團契及開始服侍。神巧妙的讓我能幫助了很多婚姻有問題的夫婦; 當中有得有失有苦有
樂 ！因神知 道我們 夫 婦也 是 婚姻 重 建 的一個 好例子 ！之後參加了 很 多不 同 的工 商基督徒團契; 最 後由 馬 如 龍 夫 婦介紹我們 到
CBMC，覺得這裏有家的感覺就留下來直到現在。
這些年裏神改變了我們夫婦，祝福我的家庭，祝福我的女兒，祝福我的生意，從低谷再次回到現在的好日子，說要感恩的話實
在太多了！因着順服神的原故，我知道必須不住的服侍。而我感覺越服侍越喜樂，越服侍越開心！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希望大家
能在 CBMC 多行前一步，去服侍為主作工。馬太福音六章 31 節，你們要先求神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我相
信神是公義的！他一定會祝福我們的家庭及工作一切一切。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亦促請你們追求聖潔，因為我們的天父是聖潔
的。這樣，在震動中我們也會屹立不倒！
等等災難;

CBMC 2016 年度之 感恩餐會在城市大學 內之城軒酒樓進行，
當晚有六十位會員親友到場參加。 聚會開始前由觀塘分會領唱
感恩詩歌， 繼而進行感恩見證， 首先由 Eddie 分享他的感恩見
證: 他 述說他的行業 在年度 由於經濟不景氣，有許多設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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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而由 Maureen 姊妹 述說她的感恩見證， 她說今晚是她兩年
以來第一次重返 cbmc 的聚會， 由於她自 2015 年開始便因呼
吸系统病 入院醫治， 期間更在 ICU 住了兩個多月，情況嚴重 ，

幸而神聽了 弟兄姊妹 切切的代禱 ，帶領她行過死蔭的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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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斷的翻發，如是者她又入了醫院三四次 醫治 這隻惡菌，感
謝神， 自去年年尾出院後再沒有 感染這隻惡菌了， 神又帶領
了她第二次行過死蔭的幽谷！2016 年是她復康的一年， 雖然身
體還有軟弱， 因為吞嚥問題而要常帶著胃喉，雙腳又因臥床太
久而有痹痛行動不能自如， 但 她仍然 靠著神的恩典， 感恩活
每一天！更不忘 記神的恩典，在 cbmc 裏繼續服事神。 感恩見
證停不了， Alice 姊妹見證了 神在她服侍她病中的丈夫 時為她
作了奇妙的安排又帶領他的家人信主。 在聖靈感動下，各分會
的弟兄姊妹都紛紛出來作感恩見證， 把榮耀歸給神！ 聚會於接
近晚上十時 以詩歌“數算恩典 “作結束。

經歷了去年⼗⼆⽉前景學校祈禱會和一月份的韓國大隊先軀骨幹
來港，第⼋屆在⾹港舉辦的華語前景學校終於成型了！隨著前景
學校開課⽇⼦的臨近，⼤家都在期待著它的發⽣。很渴慕呀！
我們⼀早已確⽴了前景學校以神為最⾼元帥，韓國團隊帶領，香
港(華人)團隊協助操作的優先次序。以校⻑為⾸，營運總部(香港總
務協助韓國總務)，學校總務將帶領著不同事奉團隊-代禱隊、教育
隊、設施隊、餐飲隊、媒體隊、⾏政隊以及翻譯隊和敬拜隊等將負責
執⾏學校的營運。⾹港以地主之誼能近距離地了解整個學校的運
作，亦承擔著華語前景學校面向亞洲特別是中國華人的光榮任
務！
⾹港⼈數不多，但⾒到兩次先前會/預備會參加者都是雄心壯志，
要為主打那美好的仗！現在報名已開始了，希望這個課程讓你能
更新⾃⼰、認識 cbmc 共同體、能幫助你確⽴⾃⼰的⼈⽣異象。
我們期待你來⼀起參加天⽗這個美好的筵席，你還猶疑嗎？
報名 ：香港-CBMCHK 總會 2805 1923 Email: enquiry@cbmc.org.hk
海外-請與台灣 Mr. Herman Yeh (www.cbmc.org.tw)聯繫

精神抖擻的中韓大軍像在前景學校現場-突破青年村誓師出發

2016.12.1 前景學校祈禱分享會：

大家為前景學校盡情地禱告

校長挑燈為前景學校的發展細說因由

2017 112-114 前景學校預備營會：

韓國團隊在營會完結即認真做檢討會

營會後韓中港澳馬一眾弟兄姊妹到滘西洲享受自助晚宴

John：期待

Daniel(右上)：
感受到主無比的恩典，

Louisa：

弟兄姊妹無保留的愛！

很精彩，期待見到你們
Carrie(右下)：
Sarina：十分期待

相親相愛共服事
部分服事者對前景學校的分享並合照

3
四部事工

1. 禱告靈修

鼓勵大家天天讀經禱告、親近神; 每週參與分會查經和肢體彼此守望祈禱;一起運用祈禱卡為未信主的朋友提名禱告和邀請職場
基督徒來 CBMC 服事，禱告;每週一晚上 7:30-8:30 參加祈禱會為職塲和香港禱告，每月第一週四早上 7-8 晨禱會尋求神。
總會於 2/2, 2/3, 及 6/4 的三個星期四早上邀請了劉文亮牧師一起來參與祈禱會！
2. 福音聚會

已定於 6 月 23 號進行首個福音餐會， 盼望大家都能為未信朋友切切禱告， 並為總會能找到合適講員祈禱！ 同心合意，興旺
福音！
3.

會員造就

事奉贏家先導課程 -為配合首屆華語前景學校在香港舉辦，我們特别邀請蔡偉賢弟兄在 2017 年帶領我們，用 3 個月的時間，
一同研習 cbmc 鎮會之寶：「事奉贏家」，發掘 cbmc 的核心價值，完成紮實的造就裝備; 蔡弟兄將會用 12 堂的時間來帶領
我們，第一堂將於 8/7(星期六) 早上開始，直至 23/9 為止， 盼望大家能名為此課程代禱及會員踴躍參加！

4.會體增長
2017 年我們的目標是鼓勵現時眾多參加者 更多認識 cbmc 的異象、目標和宗旨，並 成為會員。 總會將會 更新及重新印發
cbmc 的介紹單張 給各分會 自行派發，並鼓勵及支援 會員能 1 领 2 入會使 cbmc 會員能培增，為主多結果子，在職場榮耀
神！
其他

5. 一年一度之授証日將於

4/3 (星期六)舉行。

6. 第 8 期“華語前景學校” 將於 3-6/5 於香港突破青年中心舉行， 並由香港協助韓國
辦， 可能經驗不足，請大家多為籌備工作禱告。

7.

團隊 舉辦， 由於這是香港第一次協

第 21 屆亞洲大會 定於 25-27/10 在澳洲布里斯本舉辦， 請為籌備工作祈禱。
編輯的話

感謝主， 2017 年 首份 newsletter 終於面世 ,希望
今年度的 Newsletter 可以穩定地定期發出; 下一期
我們會加上財務簡報，讓大家更清楚總會的財務狀
況。其實 Newsletter 的目的就是拉近總會和會員的距
離，讓會員更能参與總會事工，一同禱告，一同推動，
以致神的國度得以拓展！
一年復始，萬象更新！求神指教我們怎樣數算我們的
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