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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和

（第１５期）
張志聖

最近無論是在職場還是教會生活，腦海中常盤旋著「復和」這兩個字。
想不到在網上搜尋的時候，竟然給我看到本堂傳道人梁鳳芯姑娘讀神學時的
專題論文--『初探巴特的「復和神學」對我們今天的意義』
，問准梁姑娘後，
很想引用她的部份內容，和大家共勉。
神喜悅復和，否則祂不會主動道成肉身，將有罪的變為無罪。我們在家
庭、職場或教會，最難的就是將有罪的變為無罪。
因著愛，耶穌降卑，犧牲自己，不介意招募凡夫走卒，成為祂的入室弟
子；當我們看到別人的不足，是否也看到神的恩典和在他身上將會發生的改
變？並且基於對神的信心、對人的愛心和對未來的盼望，我們會學像天父，
主動去與人復和嗎？
「人人復和在現今的彰顯，是人以信、愛、望在基督裡所構成的身體。」
我相信在教會的群體中，更需要這種復和的動力，也只有我們嘗試幫助
更多人與上帝和好，自己又積極與人復和，才能將基督身體的真、善、美呈
現出來；相反，如果我們因為自己的執著和自持，放棄追求和睦，教會便會
分裂，基督身體難免會受到傷害。
「人際關係的復和，關鍵在於聖靈的工作和能力」
、
「人必須存開放的心，
讓聖靈在當中工作，聖靈有能力驅使人有內在的轉化，使人有心意的更新」
，
「這種善感(與神復和)使人產生能力，對人有新的體認，對人有更多的寬容
和對人的態度也隨之改變」
當我們和別人的關係產生張力，正在互相論斷之際，也許要相信「復和」
的可能，但除了聖靈動工，我們確實要存開放的心，主動聆聽、耐心對話，
「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
（雅各書 1:19）讓上帝臨在我們中間，
轉化生命！
復和的生命能將咒詛變為化裝的祝福，沮喪變成希望，忿怒轉化為喜樂，
軟弱的得以剛強。阿們！
備註：文章部份節錄及內容參考本堂傳道同工梁鳳芯姑娘的專題論文----『初
探巴特的「復和神學」對我們今天的意義』
，謹以致謝！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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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腦到心-經歷父神的疼愛和接納」
於 23-27/4(一至五)上午 9:30-12:30 及
下午 2:00-5:30 在宣道會北角堂真理樓地下禮堂（炮台山港鐵站 B 出口往
城市花園第六座）舉行，鼓勵弟兄姊妹出席參與。
2. 4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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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門訓之旅」簡介會於 3/6(主日)下午 1:30 至 2:30 在東貿禮堂舉行，鼓勵
弟兄姊妹出席參與。
4.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13 位；兒童 57 位。
5. 上主日共收獻金$231,124.70。本月至今獻金共 $626,873.00。若肢體在兩週
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聖樂部：敬拜隊分享會
日期：4 月 29 日(下主日)
時間：下午 1:30 至 2:30
地點：東貿禮堂
内容：敬拜、分享、祈禱
對象：各敬拜隊成員

2018 教會讀經營 – 「由悲哀到讚美」
讀經計劃已經推動了一段時間，不知道大家狀況如何……
當中我們曾經讀過詩篇，但會否覺得詩篇很難讀，不知詩人在表達甚麼，
甚至感覺無從入手呢？以下讀經營幫到你：
讓我們同心學習及認識上帝寶貴的話語，轉化我們的生命，盼望在營會中
見到你，快點去報名啦！
主題：「由悲哀到讚美」
內容：透過閱讀和簡單的實踐，讓我們更認識《詩篇》，明白上帝的話語
更多。
講員：高銘謙博士
日期：5 月 22 日(二)
／
時間：上午 9:00 至下午 4:00
地點：賽馬會傷健營（薄扶林薄扶林水塘道 75 號）
名額：100 人
／
費用：$50
註：請參與者先閱讀詩篇 22、44、51、89、105、106、147 篇
旅遊車集合時間及地點：上午 8:15，柴灣羅屋
報名：早堂-張寶惠姊妹、中堂-鍾艷霞姊妹、午堂-韋碧雲姊妹

會外消息
從腦到心：當亞當夏娃眼睛明亮時…
主辦：成為合神心意事工
日期：4 月 27 日（五）
／
時間：晚上 7:30-9:30
地點：宣道會北角堂真理樓地下禮堂
（炮台山港鐵站 B 出口往城市花園第六座）
內容：亞當、夏娃吃了那果子後，「他們的眼睛就明亮了」
；原來這眼睛不
是指身體的眼睛，而是可以認識他們内心的眼睛！然而，當他們吃
了那果子後，他們看神、看自己及看世界的觀點就瞬間改變了！他
們變得懷疑、恐懼及羞愧……
這次從腦到心的講座，將會展示靈性生命成長的目標，正是要幫助
我們回到正確的角度去看神、看自己，並且，應如何去看和回應所
處身的世界。
費用全免，請先在網上或電話報名
報名及查詢：可在網上報名 https://goo.gl/forms/Ri5z07yMZG9h0L7c2
或致電 9455-6521 查詢

植堂專欄
感謝上帝！3 月底賜給柴灣堂一個機會，入標申請房協牛頭角一個地舗的機
會，雖然最後投標失敗，但仍然給植堂小組思想一個新的植堂方向。現在要
繼續尋求上帝的心意，也需要各位為植堂事工祈禱。

每日代禱資料
22/4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想一想，有甚麼你記得的人曾經返過柴灣堂，現在已經沒有再回來？若有
想起，請此刻停下來，提名為他們禱告！可以的話，嘗試聯絡關心其中一
位！
23/4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王彩娣姊妹
‧ 感謝天父看顧保守工作順利。
‧ 求主保守父母身體健康，愛聽主話。
‧ 祈求四妹及妹夫願意返教會，及有慕道的心。

24/4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王嘉雯姊妹
‧ 為母親叢錦英健康祈禱，求神醫治她的支氣管炎和心悸，並賜她有優質的睡
眠，讓母親能夠恢復體力過來，康復痊癒。
‧ 自己正尋求工作前路，求神帶領能遇上神喜悦並合宜的工作。
25/4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王健瑛姊妹
‧ 保守家中各人身心靈健康。
26/4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王淑恩姊妹
‧ 求神保守患病的父親及外婆的身體及情緒。
‧ 求主保守母親的健康及有精神照顧父親，及帶領他們有信靠神的心。
‧ 已辭去現時的工作，求主指引未來的道路。
27/4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黃禮光、黃鳳翠家庭
‧ 鳳翠和小女兒曉媛咳嗽很久，求神醫治。
‧ 求主保守禮光工作上可以有突破，求神帶領。
‧ 求主帶領我們一家人的靈命成長。
28/4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米露家庭（油麻地基道堂，東南亞城）
‧ 圖書館同工將於七月起回國述職至下年二月，我們需要另一位同工暫時頂替
她的職事，你有感動來幫助我們工場嗎？
‧ 近日接二連三知道同工並好友患上嚴重疾病的消息，我們倆內心實在起伏不
定。感謝主有些同工的病情有好轉(上次提及的同工太太，遇車禍的宣子)。
我們雖有永恆盼望，但生命結束日子也可悄然臨近，這提醒我們要趕快作工，
不要手空空地見主面，讓我們彼此勉勵。
‧ 新工場主任於4月初上任，請為他祈禱。求主加添他智慧、能力，與其他領
導團隊協助我們百多位同工彼此支持配搭，使更多民族可以用自己的話讀聖
經。
‧ 一直以來泰北人要用泰國中部話來讀聖經，現在終於有自己方言的譯本。請
為同工們正努力推動教會運用這新譯本祈禱，祈求主使更多信徒因更明白神
的話生命得更新，更努力向自己同胞傳福音。

主題經文：
「耶穌對西門說：
『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他們把兩隻船攏了岸，
就撇下所有的，跟從了耶穌。」
（路加福音 5:10 下-11）
2018 年第二季《每日讀經釋義》民數記
日期

22/4(日)

23/4(一)

24/4(二)

25/4(三)

26/4(四)

27/4(五)

28/4(六)

經文

2:1-3:10

3:11-51

4:1-33

4:34-49

5:1-10

5:11-31

6:1-27

本週代禱事項
‧ 教會五年讀經運動，已經進入第二季，參加的弟兄姊妹已達 231 人，求主幫
助我們在神的說話裡繼續閱讀，好讓神的話語更新我們，突破生命的限制，
作主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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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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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