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一日
立定心意

（第９期）
林志文

「只是邱壇還沒有廢去，百姓也沒有立定心意歸向他們列祖的上帝。」
（歷代志下 20:33）
農曆年過後，全香港巿民引頸以待的財政預算案公佈了。在一千多億盈
餘的情況下，
「還富於民」聲音不絶，不同階層的人，有不同的訴求。姑勿論
有甚麼訴求，這個數字反映了香港在經濟上的富庶。
在以色列人的歷史中，所羅門作王時代的盛世，真是一時無兩。所羅門
王之後，以色列國家一分為二，國力下降。南國猶大的二十個王中，有八個王
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在第四個王約沙法王的時候(主前 873-949)，
國勢回升。在靈性上，他帶領全國上下遵行主的道(代下 17:8-9；19:4)，並除
去歷任君王不敢除去的孌童(或神廟活動的男娼女妓)(王上 22:46)。他有上帝
的幫助，更大的困難也無懼怕。當外邦多國聯合攻擊南國時，他定意尋求耶
和華，帶領全國禁食祈禱，全國上下站立在上帝面前，求上帝幫助(代下 20:14)。結果，南國出現了歷史的奇蹟：沒有任何武器的詩班，站在敵人面前，用
極大的聲音讚美耶和華，耶和華上帝就派伏兵把敵人打敗(代下 20:17-25)。
在約沙法的革新下，當時南國猶大的靈性和經濟一同起飛，不僅猶大眾
人給他進貢(代下 17:5)，外邦的非利士人、亞拉伯人，也像當年的埃及人對所
羅門王恭敬一般，不敢對約沙法王怠慢(代下 17:11)，更何況他擁有強大的軍
隊(代下 17:13-19)。當時國泰民安、民心歸向、生活安定。
約沙法做了這麼多的功績，建立一個強勢的政權時，也會掛萬漏一。他
在不該妥協的地方妥協，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只是邱壇還沒有廢去，
百姓也沒有立定心意歸向他們列祖的上帝。」(代下 20:32-33)許多功敗垂成的
人，往往就是跌倒在成功之後的「只是」上！亞倫不是很不錯嗎？「只是」他
妥協，容許以色列人拜牛犢(出 32)！士師基甸不是很好嗎？「只是」他造了一
個以弗得，因此成為他全家與以色列的網羅(士 9)！約沙法的父親亞撒，是南
國猶大的第一個好王，但他仍然沒有脫離成功是失敗開始的定律，晚節不保，
「只是邱壇還沒有從以色列中廢去」(代下 15:17)。
「世界多變、人心動搖」是現代人的寫照。約沙法王沒有立定心意，聖經
用「只是…」來評價他。我們要作耶穌的門徒，是否「立定心意」一生跟隨耶
穌，永不動搖！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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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志文牧師於是主日前往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證道。
2. 是主日搖籃班暫停，敬請家長留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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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因清明節關係，駕駛私家車的會友請預早時間參與崇拜。
5. 教會祈禱會於 15/3(四)下午 1:00 及 16/3(五)晚上 8:00 舉行。鼓勵弟兄姊妹
同心禱告！
6. 「植堂、教會祈禱會」於 18/3(下主日)下午 1:30 在東貿禮堂舉行，懇請弟
兄姊妹出席參與。
7. 3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2/3(四)晚上 7:30 在東貿召開，敬請各堂委留意。
8. 柴灣堂海外訪宣體驗團：留尼旺於 10-19/7(10 天)費用:$12,000 人數:6 位；
烏干達於 3-14/8(12 天)費用:$15,000 人數:5 位，以上兩個海外訪宣隊必須
報名和面試，詳情請看報名表或聯絡廖愛霖姑娘。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
壁上）
9. 25/2 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07 位；青少年 26 位；兒童 52 位。
10. 25/2 主日共收獻金$154,973.60。2 月份共收獻金 $627,263.50。若肢體在兩
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11. 同工放假如下：張玉葉姊妹於是主日；陳偉文牧師於 14-18/3。
2018 年讀經運動：第二季
讀經計劃已經開始了差不多一季了，相信弟兄姊妹在這讀經運動中，已經享
受了不少讀經的樂趣。唯有一些弟兄姊妹於上次未有購買《每日讀經釋義》
，
在第二季來臨前，如果想使用《每日讀經釋義》的肢體，可現在報名購買。
普通版$75；大字版$90。
報名：早堂：郭金玲姊妹／中堂：沈金生姊妹／午堂：陳鳳萍姊妹
2018 年讀經之旅分享會
主辦：夫婦區
主題：「扎根聖言、你我同行！」
日期：3 月 24 日（六）
／ 時間：下午 5:45 至 7:00
地點：東貿禮堂
內容：詩歌、遊戲、讀經分享、彼此勉勵（下午 5:15 敬備茶點恭候）
歡迎各牧區弟兄姊妹參與！
招募插花事奉人員
招募︰4 至 6 月份負責主日崇拜插花事奉人員
查詢︰請與陳姚根英師母聯絡 ／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備註︰為讓更多人參與事奉，請事奉者先填寫一次，待有空缺才繼續填
寫。

佈道訓練課程
若你發現身邊的家人、朋友、同事、同學，仍未聽過福音信息一次 ...
若你又想在傳福音上有信心和知識，能放膽開口談論福音的好信息給他們
或是陌生人知道 ...
若你渴慕經歷在傳福音上與神同工，經歷因傳福音而得的喜樂、滿足和恩
惠 ...
那你就應該來接受由短宣中心教授的 7 堂佈道訓練和實踐。
日期：3 月 18 日至 4 月 29 日（主日）共 7 堂
時間：下午 12:45 至 2:15
地點：柴房 328 室
18/3 運用佈道工具：《珍貴福音》
25/3 如何向陌生人打開話題 (單張運用)及下午參與
堂會出隊佈道
(出隊時間：下午 2:00-4:00)
1/4 如何講述個人得救見證
8/4 如何向家人傳福音
15/4 陪談訓練
22/4 難題解答
29/4 如何與同事傳福音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培育部課程：舊約概覽
日期：4 月 18 日至 5 月 23 日（三）共六堂
時間：晚上 8:00 至 9:30
地點：東貿禮堂
導師：林志文牧師
對象：弟兄姊妹
日期
內容
18/4 舊約正典/創世之始
25/4 創世之始/「五經」不只是律法書
2/5 「先知」不是未卜先知
9/5 「歷史」以色列人的歷史？
16/5 詩篇、智慧
23/5 節日的慶祝-五卷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讀經
創世記 1-3 章
申命記 4-6 章
阿摩司書
士師記 1-3 章
詩篇 119
耶利米哀歌

聖週祈禱會 - 與主同走最後路
日期：3 月 26 至 29 日（一至四）
時間：下午 1:00 至 2:00 及晚上 8:00 至 9:00
地點：東貿禮堂
內容：默想、禱告
「苦路十四站」受苦節默想會
日期：3 月 30 日（五）
時間：晚上 7:00
地點：東貿禮堂、空中花園（11 樓）
內容：默想、禱告
備註：請穿著素色衣服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2018 兒童區生活營
日期：7 月 17 至 19 日（二至四）
地點：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恩青營（鞍山探索館）
名額：24 位（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收費：每位$350（教會已有津貼）
報名：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兒童區同工郭珮珊姊妹

會外消息
銳意門訓 2018 年 - 進入聖言
主題：進入聖言
日期：11 月 23 至 24 日（五至六）
講員：曾金發牧師及曾麥翠蓮師母
地點：亞洲國際博覽館（香港赤鱲角）
內容： 銳意門訓 2018 是關乎神的聖言在耶穌基督門徒的核心地位。這研
習會幫助我們緊緊的掌握聖經的核心自的，就是神向人啟示自己。
在這個聖經文盲的文化裡，我們需要更多被聖言充滿的門徒。這個
銳意門訓研習會專為熱衷更深了解聖經的基督徒，為那些願意培
養聖言為本的門徒生活者而設。
對象：教會的領袖、事奉者、弟兄姊妹
收費：$225（原價$450）
截止報名：3 月 25 日

財政簡報：2018 年 1 月份
經常費
差傳基金
幼兒園教育基金
事工發展基金
購堂基金
慈惠基金
神學生專款
青年廣場事工
發展基金
總數：

本月收入
本月支出
本月結算 本年度結存
基金總結
347,509.06 478,477.70 (130,968.64)
97,638.21
70,983.00
69,116.15
1,866.85 (23,941.05) (61,494.21)
1,800.00
700.00
1,100.00
(1,857.80)
140,771.30
4,433.00
4,400.00
33.00
3,583.00 3,174,856.00
16,520.00
0
16,520.00
152,710.00 1,991,913.29
6,500.00
6,000.00
500.00
16,250.00
456,930.00
7,000.00
4,000.o0
3,000.00
29,610.00
108,853.00
28,220.00
482,965.06

34,754.85 (6,534.85)
597,448.70 (114,483.64)

41,401.88 (723,186.60)
315,394.24 5,088,642.78

每日代禱資料
11/3 星期日
為世界代禱
‧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遭逢大地震，引發的大海嘯對日本東北三縣造成
巨大傷害，其後更帶來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至今問題仍存在，求主幫助
受影響的居民如何適應生活，更幫助政府及有關單位如何有效跟進、善後。
12/3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林美珊姊妹
‧ 感謝主！在生活中保守及看顧。求主賜父母有健康，並父母、舅父及阿姨
早日認識耶穌。
‧ 求主賜自己有一顆更多渴慕主及愛慕祂話語的心，使自己認識衪更多和與
祂建立親密的關係。
‧ 求主繼續帶領和指引自己在宣教和工作上的前路。
13/3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林凱欣姊妹
‧ 農曆新年前全家患了流感，感謝神在新年前痊癒，也讓自己有意識要鍛鍊
身體。
‧ 兒女卓言、芊雅於 7/3 已 2 歲，感謝主！九月將安排他們讀幼兒班，求主
賜他們有足夠的抵抗力，校內及校外也不受流感病毒感染。也求主保守他
們能適應學校的生活。
‧ 為方便兒女返幼兒園，6 月底打算搬往調景嶺住，求主為我們預備合適居
所，可以盡快適應新居的生活。
‧ 自己於 6 月初要考 3 張會計的試卷，求主賜智慧和能量，讓自己能分配好
時間溫習，順利通過考試。

14/3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林顯基弟兄
‧ 求主賜智慧應付最後一個學期的學習。
‧ 願主帶領、使用我一家，為主作更多的事。
15/3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林佩屏姊妹
‧ 求主保守兒子浚權 3 月呈分升中一試，盼一切順利過關，並希望他能入到
一所心儀的中學。
‧ 自己和浚權近來幾個月不停生病，求主使我們有健康的體魄。
16/3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羅碧荷姊妹
‧ 感謝主賜自己和弟弟一家人都有健康的身體和平安。
‧ 感謝主引領弟弟在工作上的前路。
‧ 求主幫助自己在讀經裡能夠明白更多上帝的道。
‧ 求主看顧及醫治自己的身體，近日患上感冒、咳嗽很嚴重，影響睡眠。
17/3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米露家庭 (油麻地基道堂，東南亞區)
‧ 喜：今年 1 月 12 日 K 語(因為敏感不便公開族名)新約聖經面世並舉行了
一個簡單的奉獻禮，之後泰北語聖經在 2 月 4 日有一個盛大的奉獻禮(這
個可以公開)。我們同工都積極向牧者及族人推介，願更多人從聖經看見真
理，生命得改變。
‧ 哀：最近有一位年青單身女同工証實患大腸癌，也影響了膽管，幾經波折
後終可回國治療。及後有另一位同工太太突然証實患癌，要急忙返國。還
有之前在交通意外差點要截肢的宣子，患旱見癌病的同工，因跌倒引至嚴
重脊柱創傷的同工，以及不便公開的情緒病、抑鬱症等等，都正在治理中。
正如我們教會張傳道所言，患難的人生其實是一種常態，當我們看清楚會
發現上帝真實且特別的恩典。來吧，請記念我們在受苦中的同工。
‧ 自從 2016 年中工場主圖書館同工離開後，這兩年圖書使用量都遞減了。
現在的團隊只有阿米是全時間圖書館同工，其餘三間館都是由已身兼數職
的部份時間同工勉力協助。除維持圖書館基本運作外，已沒有餘力多做一
些幫助讀者的事工。請為我們能有多一位能全時間與阿米配搭的同工祈
禱。
‧ 適逢農曆新年，我們祝大家新一年喜樂常在，主恩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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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可福音
日期

11/3(日)

12/3(一)

13/3(二)

14/3(三)

15/3(四)

16/3(五)

17/3(六)

經文

1:21-34

1:35-45

2:1-12

2:13-17

2:18-28

3:1-12

3:13-19

本週代禱事項
‧ 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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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謝神，上個星期順利舉行竹居台聯合差傳主日崇拜，求主幫助弟兄姊妹回
應天國夢，在生命中離開安舒區，為神的吩咐踏出一步！
‧ 林珍花姊妹因膽管有事需要做手術，但身體虛弱，醫生還未決定何時做手
術，求主賜平安給珍花！
‧ 為教會祈禱：求主加力給未能返教會崇拜的長者、鄭漢珍、葉詠勤、李淑、
鄧英、林亞帶、趙斌芳、陳賽英、羅永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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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至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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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貿
培元
幼兒園
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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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2896 4467 網址：http://www.ccccwc.org.hk

電話：2896 5111
電郵：cwc@ccccw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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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元：柴灣新翠花園政府單位第四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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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328 室
傳真：3171 7214 網址：http://www.fan-fire.hk

電話：3171 2274
電郵：info@fan-fire.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