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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期）
「失去聯絡」的詩篇
林志文
「我指望有人體恤，卻沒有一個；我指望有人安慰，卻找不著一個。」
（詩篇 69:20 下）
最近讀一本武俠小說《紫青雙劍錄》
，是一部奇幻的書。整部書寫凡人到
神仙境地的過程。以其豐富無比的想像力，創造出奇幻莫名的人物和情節。
當中有令人難以想像的神話情節，一路讀一路要在腦海中重構成景象，但它
實在太奇幻了，稍一不留神，就與小說中的情節「失去聯絡」。
《詩篇》是把個人的感情思緒收集成書，我們可以讀到：一個國王偷情、
殺人後的禱告（51 篇）
；為被好友出賣後的禱告（55 篇）
；逃脫一場暗殺行
動後的禱告（59 篇）
；到了人生的盡頭的禱告（90 篇）
；家破人亡後的禱告
（137 篇）
。有時讀《詩篇》有一種「失去聯絡」的感覺；當你讀第八篇時，
當讀到「…世人算甚麼？祢竟眷顧他！」心情會興奮。第九篇相信心情也是
一樣，讚美神永遠掌權、按公義審判世界、憐恤受欺壓的，歌頌祂的信實。
但到了第十篇，情緒急轉直下，
「耶和華啊，你為甚麼站在遠處？在患難的
時候為甚麼隱藏？」從一個高漲的情緒，一下子跌入深谷中！除了閱讀時的
心情起跌外，還有…
《詩篇》中有不同的形式表達：讚美詩、感恩詩、哀詩、智慧詩、上行
詩、咒詛詩等。最令人有與作者「失去聯絡」的感覺是咒詛詩，如第 109:13：
「願他的後人斷絕，名字被塗抹，不傳於下代！」69:23「願他們的眼睛昏
矇，不得看見；願你使他們的腰常常戰抖。」當然我們不能完全明白大衛寫
詩時的心情，為何如此惡毒地咒詛？我們的不明白，是因為我們不是與大衛
同一處境。但這是大衛的人性真實反應，也是情感的一種舒發。當我們仔細
讀這些咒詛詩時，不難發現詩人的對象正是那些蓄意作惡的人；
「逼迫困苦
窮乏的和傷心的人，要把他們治死。」(詩 109:16)
當面對人生的無奈和苦難時，如那些在極權國家生活的人、那些為公義
失去自由的人、那些受丈夫虐待的妻子、那些被父母虐打的孩子、那些克制
不了賭癮的人。我相信這些詩篇可會幫助我，融入他們的掙扎中，為他們做
這樣的禱告。
所以我認為，咒詛詩是教我們如何面對邪惡與不公的重要典範，我們不應
該壓抑面對邪惡所生的驚恐、震怒和反應。不過，哈巴谷書告訴我們，當我
們把我們的感受赤裸裸地呈現給神的同時，那些復仇的心態，神會糾正過來
的。因此，只有把這些感受帶給神，才有被糾正與醫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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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班」於是主日上午 11:45 在東貿 1-2 號房舉行。歡迎新朋友及計劃
於本年洗禮的弟兄姊妹參加。
2. 「植堂、教會祈禱會」於是主日下午 1:30 在東貿禮堂舉行，懇請弟兄姊
妹出席參與。
3. 「使徒信經」課程於 23/1 至 27/2(二)晚上 8:00-9:30 在東貿禮堂舉行。
已報名的弟兄姊妹，請於是主日向林牧師索取課本(每本$65)。
4. 1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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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浸水仙頭工作坊」於 28/1(下主日)下午 2:00-4:00 在東貿 2 號房間及接
待處舉行。請自備切刀、膠手套及環保袋。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6.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22 位；青少年 30 位；兒童 54 位。
7. 上主日共收獻金$118,025.70。本月至今獻金共 $277,274.30。若肢體在兩
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8. 同工郭珮珊姊妹於 21/1 放假。

竹居台聯合差傳主日崇拜：絲綢之路 – 天國夢
日期：3 月 4 日（主日）
時間：上午 10:30
地點：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6 樓展貿廳（地址：九龍灣展貿徑一號）
講員：馮永樑牧師（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的國際總主任，曾任三藩市華人金
巴崙長老會主任牧師廿多年，先後在美國金門浸信會神學院獲取教牧
學博士和西方神學院獲取文化研究學博士學位。）
備註：本堂安排旅遊車接送，詳情稍後公佈。

週年堂慶活動（柴灣堂 30 週年、小西灣堂 20 週年）
「恩典的約．薪火相傳」
聯合崇拜
日期：7 月 1 日 (主日)
時間：上午 10:00-12:00
講員：馮浩鎏牧師
地點：柴灣青年廣場
內容：敬拜小組、聯合詩班、信息勵勉
聯合聚餐
日期：7 月 1 日 (主日)
時間：下午 1:00-3:00
地點：北角富臨
內容：愛筵分享，凝聚相親相愛關係
聖地之旅
日期：11 月 4 至 15 日
行程：以色列、約旦十二天
內容：沿途分享聖經及屬靈信息
回顧展望感恩祈禱會
日期：11 月 24 日(六)
時間：晚上 7:00-9:00
地點：東貿禮堂
內容：回顧展望、感恩祈禱

會外消息
「每月讀經專題講座」
主辦：香港讀經會
讀經運動將於 8/2 進入閱讀《列王紀下》了，香港讀經會於 2/2 舉辦《列王
紀下》研讀講座，鼓勵弟兄姊妹參與。詳情如下：
題目：《列王紀下》研讀
日期：2 月 2 日（五）
時間：晚上 7:15 至 9:00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九龍旺角弼街 56 號基督教大樓二樓禮堂）
費用：$20 (即場繳交，
《每日讀經釋義》讀者憑書內或 app 中贈券免費入座)

基道書樓：
「好書永續@Logos」奉獻計劃
人們常說，在這個時代，出版一本書，至少要對得起一棵樹。這既是一種
出版的態度，也是一種執守可持續性的生活態度。而近年興起的漂書、共
享書，以至各類二手書交流平台，正是基於這個好書永續的觀念。
就在去年這個時候，基道書樓重設了二手書區，一小撮人的奉獻畢竟有限，
但同行者總在不遠處。在我們缺乏之際，竟陸續得到「奉獻者」的供應，
他們有的將教會圖書館多出來的館藏奉獻出來，有的將收於迷你倉的陳年
好書奉獻出來，有的更將重複了的藏書奉獻出來……
「好書永續@Logos」是一項奉獻計劃，所得收益將撥歸「別是巴神學生書
券」資助計劃。
奉獻方法
1. 有意奉獻者，請於 4/2(日)或之前將基督教書籍帶來教會，交給辦公室同
工，4/2(日)後教會將不會接收書籍。
2. 只限接收基督教的書籍，其他書籍及非賣品書籍均一律不接收，如有發
現，請帶來者自行取回。
3. 如欲進一步了解詳情，請聯繫陳牧師或辦公室同工。

每日代禱資料
21/1

星期日

為香港代禱
‧ 香港正處於流感高峰期，十日內有 13 人因流感而離世，求主保守年老體
弱的巿民，幫助他們懂得如何保護自己，及加能賜力給照顧他們的家人及
照顧者！

22/1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劉永聰、方意蘭夫婦
‧ 為永聰的父親身體、兒女的新工作、家庭內因主的看顧及互相包容，獻
上感恩。
‧ 為永聰的妹夫手術後康復祈禱，求主保守；感謝主妹妹將近退休及求主
繼續引導她。
‧ 求主保守夫婦二人有健康的身體。
23/1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黎明、廖香城家庭
‧ 感謝神，讓兒子曉笙在土木工程畢業。求神為他預備合適的工作。
‧ 求神賜女兒美善在教學及香城在補習上有智慧謀略，使學生更投入地
主動學習。
‧ 感謝神！賜夫婦二人有渴慕神的心，並能善用恩賜事奉上帝。
‧ 願主保守全教會有健壯的身心靈，把握機遇，各展所長同心見證主。
24/1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黎錦鴻、楊美儀夫婦
‧ 感謝神！夫婦二人在過去一年工作忙碌，有平安的生活。
‧ 願主繼續保守祝福夫婦二人在大衞組及屬靈牽組團契活動蒙福。
‧ 感謝神！現年十歲的外孫王尚賢身體健康。之前的疾病已完全康復一
切正常，感謝各位弟兄姊妹恆常地為他禱告！
‧ 為女兒嘉芙身體禱告，願主提醒她改變飲食習慣。
‧ 願主帶領在未來的日子，有更多家人早日信主。感謝主！
25/1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陸威濂、陶靜家庭
‧ 我們一家各人安好，感謝神的賜福和看顧。

26/1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陸基恩弟兄
‧ 感謝神賜予平安和福氣給家中各人，願天父在新的一年繼續與我們同
在，賜予我們從天上來的平安和福氣。
‧ 感謝神讓自己在柴灣堂和日本都有一個屬靈的家。願天父帶領保守香港
和日本的牧者及弟兄姊妹在新一年都經歷神每日的恩典和愛，並每天從
讀經中認識天父更多。同時求父讓自己在中華料理和烘焙上都有恩典，
成為他人的祝福。
‧ 感激天父垂聽呼求，讓我有機會與日本的牧者、弟兄姊妹和日本朋友一
起交談崇拜、同時又保守我每次在日本的探索，讓我親自經歷神同在的
真實。求父祝福日本的朋友能多認識祂不變的慈愛和誠實，讓福音在這
地土上發芽生根。
‧ 求神開路，讓自己能踏上往日本作工的宣教士。自己親眼看見日本人的
貧窮，也在日本遇到了天使，願主保守。
‧ 為自己在職場的宣教祈禱，求主保守公司各人在新一年都平安，在職場
中藉著自己能遇見神。求主加力。
‧ 為香港祈禱，近來世界很亂，香港也發生很多不同的事件。願主的愛和
平安光照這地，祝福香港市民。
27/1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李偉良家庭（沙田堂，泰國）
‧ 求主幫助兩個孩子適應寄宿生活，專心學業，愛神愛人的心都增長。
‧ 跟我們同工了五年的李芳妹姊妹將於五月離開，準備結婚。求主引領她
跟 Karun 弟兄籌備婚禮的事宜。也求主帶領年輕同工來配搭侍奉，並且
保守牧養交接順利。
‧ 偉良的新工作需要申請工作許可證，求神開路保守順利。
‧ 為建校異象成立的但以理教育基金會順利得到政府批准。求天父引領適
合的僕人來同工。

主題經文：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詩篇 90:12）
2018 年第一季《每日讀經釋義》- 詩篇
日期

21/1(日)

22/1(一)

23/1(二)

24/1(三)

25/1(四)

26/1(五)

27/1(六)

經文

110:1-7

111:1-10

112:1-10

113:1-9

114:1-8

115:1-18

116:1-117:2

本週代禱事項
‧ 植堂小組成員與 SEN 家長支援小組於 27/1(六)在長沙灣舉辦聯歡活動，是
次活動盼望我們的弟兄姊妹與家長互相認識，增加了解。求主帶領聚會的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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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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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