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只是…」

（第３０期）
林志文

「亞蘭王的元帥乃縵在他主人面前為尊為大，因耶和華曾藉他使亞蘭人
得勝；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長了大痲瘋。」列王紀下 5:1
武俠小說《陸小鳳傳奇之決戰前後》是古龍筆下的小說，當中描述白雲城
主葉孤城向萬梅山莊主西門吹雪挑戰。葉孤城憑一招「天外飛仙」縱橫天下，
其劍法絕世無雙；而西門吹雪也擅長用劍，劍法超絕。他們約定於月圓之夜，
紫禁之巔，一決高下。後來發現這是葉孤城想謀朝篡位的計劃，被識破後，
與西門吹雪來個最後的決戰。一個有才學，有聲譽的人，還有著「白雲城主」
如此飄逸的稱號的葉孤城，到最後計劃失敗，不管紫禁之巔這一戰贏還是輸，
他都要死，與其被皇帝殺死，不如死在西門吹雪的劍下。可能這樣比別的死
法榮耀的多？其致命的背後就是因為他內心深處最在意的，就是權勢，就是
貪婪。
列王紀下第五章記載了亞蘭王的元帥乃縵的故事。乃縵深受亞蘭王的器
重，因為他是一個勇士，曾為國立下彪炳功績，因此「在他主人面前為尊為
大」
。他聲譽日隆，事業如日中天之際，聖經卻給他一個小小的「只是」-「只
是長了大痲瘋」
。這麼短短的一句話，揭示了乃縵風光背後的事。
「長大痲瘋」
在聖經中是代表著受上帝的懲罰，是因著罪的緣故受懲罰。
我們不得不承認，有一種東西正在腐蝕我們的生活。我們現在的生活對
比以前，的確富裕得多，經濟文化都很大的進步。生活得到很大的改變，科
技、知識、物質跟從前不可相比，做起事來，好似無往不利，這就趨向完美
嗎？不，當然不是！「只是」…有一件事不對勁，就像大痲瘋，在光明前景
中投下了一塊陰影 - 這就是「罪」。
罪是醜陋的，而且令人不快。大痲瘋！多麼可怕、惹人厭惡的疾病，這正
是乃縵的苦。罪的本質既醜陋又污穢，其可怕之處就是，人會不期然而然之；
要雄霸天下，那管是人是鬼，一概非我即敵，生要禁，死要滅…
葉孤城本來可以好好地做他的白雲城主，擁有天下無雙的劍法，過著美
好的生活，「只是」…他是一個野心家，因為他覺得只有做皇帝才是天下無
雙；乃縵是一個深受君王器重的人，因為上帝曾藉他使亞蘭人得勝，可以權
傾朝野，「只是」…
在我們的生命中，上帝可能會藉我們做了不少的事，幫助不少的人。如果
上帝給我們評分，最後加上「只是」的話……是禍是福，值得反省。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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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7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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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32 位；兒童 49 位。
3. 上主日共收獻金$117,716.80。本月至今獻金共 $403,261.90。若肢體在
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4. 同工葉永傑先生於 25-29/7 放假。
2017 年兒童及青少年區暑期活動一覽表
日期
26 - 28/7
30/7
6 - 12/8
7 - 12/8
17/8

活動
兒童區生活營
兒童區家長屬靈大覺醒：家庭啟迪日
青少年區恩平訪宣
兒童區小導師訓練計劃
兒童區參觀立法會

迎新愛筵 …. 我們歡迎你﹗
日期：8 月 13 日（主日）
時間：下午 1:30 至 3:00
地點：柴灣堂幼兒園
對象：2016-2017 年度參加教會聚會的新來賓及是年度的洗禮者
目的：鼓勵大家彼此認識，建立愛神、愛人和愛教會的生活
內容：飲飲食食、Fun Fun 樂趣、見證分享等
備註：凡參加愛筵的朋友及弟兄姊妹，請自備餐具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訂購 2018 全年好日曆
用全年好日曆，讓上帝每天對你說話！為你的家人及朋友選擇一個全年好
日曆，讓他們每天起來，就能讀到不同的聖經金句和關懷信息，讓他們從
迷信的風氣得釋放！這是何等美好！
2018 日曆
尺寸
定價
特價
HK $36
大字版
17.5cm (闊) x 24cm (長) HK $45
截止日期︰8 月 27 日（主日）
備註：請自備輔幣
訂購︰早堂-趙錦蘭姊妹、中堂-甄美娟姊妹、午堂-韋碧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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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外聚會
「揭示靈界存在的證據」專題講座
主辦：福音研經有限公司
內容：透過科學的方法，將靈界存在的證據，展示出來，同時也有見證分享
講員：李錦彬牧師
日期：8 月 6 日（主日）
時間：下午 2:30 至 4:30
地點：東貿禮堂
報名：網上報名（於宣傳單張上的 QR Code）或於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第 89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 --「從虛幻到真實」
日期：8 月 1 至 10 日（二至四）
地點：九龍城浸信會（亞皆老街 206 號）
時間
研經會
上午 9:45-10:50
講道會
上午 11:15-12:20
奮興會
晚上 7:00-9:00

主題

講員

盼望 – 從拆毀到栽植

曹偉彤牧師

但以理 – 神在異邦的器皿

戴繼宗牧師

傳道書 – 活出以神為中心的生命

曾金發牧師

現場同步直播： 1)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地址：柴灣新廈街 323 號）
2)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傳恩堂
（地址：柴灣利眾街 24 號東貿廣場 31 樓 B-C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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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福音盛會 2017 義工招募大行動-陪談員
佈道會日期 ：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四日七場）
地點
： 香港大球場
職務
： 負責前期推動領人赴會，並在佈道會決志時間內向初信
者講解信仰及留下基本資料，以便大會安排轉介工作。
基本條件 ： 已受洗/浸之基督徒，並需由教會牧者推薦。各陪談員必
須出席祈禱暨動員大會及香港福音盛會 2017–奉獻禮，
並請盡量出席各場佈道大會。各陪談員必須出席一次「三
合一培訓」班。
課程簡介 ： 大會盼望推動全港基督徒接受裝備，名為「三合一培訓」
，
意即包括「領人歸主、陪談栽培、轉介跟進」三方面結合
的培訓課程。
報名
：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截止報名 ： 8 月 20 日（主日）
2017 年「三合一培訓」課程
3/9 (主日)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下午 2:30 – 5:00
(九龍又一村達之路 12 號)
10/9 (主日)
下午 2:30 – 5:00

荃灣浸信會
(新界青山公路荃灣段 99-113 號)

16/9 (六)
上午 9:30 – 12:00

播道會港福堂
(香港金鐘夏慤道 16 號遠東金融中心 1 樓)

17/9 (主日)
下午 2:30 – 5:00

深水埗浸信會
(九龍長沙灣廣利道 4 號)

每日代禱資料
23/7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為教會的弟兄禱告，求主幫助他們在生活與家庭中為主作美好見證，活
出人生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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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陳沁香姊妹
‧ 15/7 已從北京去巴黎和西班牙，至 15/8 才回港，求主保守自己和奕匡旅
程平安！
25/7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陳沁芬姊妹
 求主帶領及保守未信主的家人能認識神！
 求主使用自己和寶惠在比利時妹妹沁芳家中能活出主耶穌基督的樣式
去軟化沁芳的心，不是信五教合一就等如是信上帝耶穌有份！願主賜
平安喜樂給我們在比利時及法國的旅途！
26/7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陳嘉慧姊妹
 丈夫家樑現兼職夜更的士，求父保守平安。
 感謝父神，讓自己可以在不同的崗位上有新的學習和體驗，希望這些崗位
可以有更多的互動。
 感恩兒子俊浩一切安好。
27/7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陳巧華姊妹
 求主保守父母的身心靈健康。
 願主繼續幫助扶持自己及丈夫甘廣海的工作生活，堅固我們信主的心，有
從神而來的平安。
 求主幫助兒子穎暉在假期能善獨，按計劃善用時間，享受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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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張寶惠姊妹
‧ 求主保守外孫在暑假裡善用時間，做應該做的事。
‧ 求主記念沁芬的妹妹，除去世上的謊言，早日領受福音的好處。
‧ 請為張秀華代禱：她需要透過盧旺達註北京大使館出證明在香港入境處
辦理良民証，希望主為她開通達的道路，順利辦理手續，也希望她學習盧
旺達語言考試合格。
29/7 星期六
為竹居台祈禱
‧ 請為 2018 年 3 月 4 日(日)竹居台聯合崇拜籌備工作禱告。

本週代禱事項
‧

‧

‧

‧

‧

‧

為 30/7(日)的福音主日崇拜禱告，求主使用我們的邀請及我們所送出的
單張，能感動未信耶穌的親友到來，並能看見耶穌所賜下的豐盛生命。
為 26-28/7(三至五)兒童區生活營禱告，求神使用今年生活營「突破」主
題，讓導師和小朋友的信仰和品格都有突破，榮耀主名。
30/7(日)兒童區有家長屬靈大覺醒：家庭啟迪日，求主預備參與家庭的心，
讓父母明白帶領子女一起親近神的喜樂和重要。
為廖錦綉姊妹禱告，求神保守她每天有足夠的休息和體力，應付密集的教
學活動。求神賜她溫柔的心和智慧的言語去教導學生，幫助學生學習和彼
此包容。
羅美蓮姐夫阿鴻突然暈倒入院，額頭及眼睛受傷及掉了三顆牙，現於醫
院接受治療，求主憐憫醫治！
為張瀚懷、呂彩頌一家祈禱，兒子以信上週發燒，已退燒，仍有咳嗽。
求主繼續保守他每天肯進食，身體健康；另求主醫治彩頌，讓她有好的
休息，病得痊癒!

「活出人生使命」主題經文：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
預備叫我們行的。
（以弗所書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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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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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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