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屬靈遲鈍

（第３２期）
林志文

「耶和華說：『我曾愛你們。』你們卻說：『你在何事上愛我們呢？』
」
(瑪拉基書 1:2)
幾年前香港基督徒女青年會在父親節前發表了一項關於子女行為的調
查，排列了十項家長和兒童眼中分別看對方破壞親子關係的行為。而家長最
不能接受子女的第一位：是「經常駁嘴駁舌」
，佔百分之六十七。當子女一
言九「頂」，經常「對著幹」或「你說一套，我做一套」時，都令不少家長
抱怨不已。
而在聖經中，瑪拉基書記載了以色列人七件的「駁嘴駁舌」事件：1.懷
疑上帝的愛(1:2)、2.藐視上帝的名(1:6)、3.褻瀆上帝盟約(2:11，14)、4.質疑
上帝的公義(2:17)、5.偏離上帝的話語(3:7)、6.奪取上帝的供物(3:8)、7.討厭
上帝的事奉(3:13)。
在瑪拉基先知的時代，聖殿重建完成，城牆復修妥當，宗教生活恢復，
以色列民的生活開始穩定，甚至可以說安居樂業。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七
個「駁嘴」事件，以色列民的靈性開始低落，在靈性上開倒車，竟然忘記上
帝所有的恩典。我們可以很輕鬆地批評以色列民的「忘恩負義」，但想深一
層，以色列民當時仍然是「沒有希望」的一群，他們沒有國家(猶大只是波
斯帝國的一個省份而已)。他們首先懷疑上帝的愛，然後是討厭事奉上帝！
問題在那裡？「屬靈遲鈍」就是他們問題的根源。「屬靈遲鈍」就是應
該知道上帝的愛卻不明白、應遵守上帝的命令卻是違背、應看重與上帝的約
卻要放棄、應明白上帝的話語但卻忘記、應要獻上聖潔的祭物而卻奉上不潔
的、應盡心事奉上帝而選擇厭棄等等。「屬靈遲鈍」這種病，不單在以色列
民中出現，我們現在的信仰生活也會經常出現。古代教父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e)在他的《懺悔錄》裡，曾經提醒我們要用身體、意志及心靈去熱愛
及認同上帝。
作為現代的基督徒，我們很多時注重行為上的過犯，但卻忘記在靈命裡
對上帝的忽略及無知。當我們在「屬靈遲鈍」的光景裡，遇到困難時，就是
上帝差派了天使來幫助，我們都看不見，聽不到，相反埋怨上帝沒有愛。
我們可能很希望出現一個「現代的瑪拉基」來提醒我們，但更重要的是
自己就是「現代的瑪拉基」，懂得自我反省，去除「屬靈遲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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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美琴牧師於是主日前往小西灣堂證道。
2. 「柴堂休閒閣」於是主日上午 9:45 及 11:30 在東貿 1-2 號房舉行，歡迎
大家前來交誼相聚。
3. 是主日發邀請信給 2019-2020 年度堂委選舉候選人，請肢體在神面前慎
重禱告並於 9/9(主日)或以前遞交回條以示是否接受邀請。
4. 因培元幼稚園維修工程需延至 8 月底，故本月寶寶崇拜仍在柴灣堂幼兒
園舉行，9 月才返回培元幼稚園，敬希家長留意！
5. 洗禮班於 16/9-16/12(主日)中午 11:45-1:15 在東貿 1-2 號房間舉行。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6. 是主日培育部有「家庭、教養孩童」的書攤擺放，歡迎和鼓勵弟兄姊妹
踴躍借閱，借閱時期是一個月，可續借。
7. 本堂將會送贈週年堂慶紀念品給參加柴灣堂崇拜、小組、讚美操的弟兄
姊妹(每一個家庭一把「直骨雨傘」)。若有興趣加訂，請到報名收費處訂
購，每把「直骨雨傘」為$50，截止日期為是主日。
(報名︰早堂-趙錦蘭姊妹、中堂-林麗娟姊妹、午堂-韋碧雲姊妹)
8. 「2019 全年好日曆」接受訂購，歡迎弟兄姊妹購買。
(早堂-趙錦蘭姊妹、中堂-林麗娟姊妹、午堂-韋碧雲姊妹)
9.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22 位；兒童 48 位。
10. 上主日共收獻金$104,272.30。本月至今獻金共 $470,785.70。若肢體在兩
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11. 陳偉文牧師於 31/8-4/9 放假。

9 月差傳月
由 9 月 2 日至 9 月 23 日將有四個差傳主日，分別邀請了不同的宣教單位前
來分享差傳信息，目的是開我們眼界認識神在各地的宣教工作，激發我們以
不同方式實踐大使命。
今年 9 月 22 日將有「差傳之夜」
，主題為「差傳 123 –開我們眼界．動我們
的心」
，內容是留尼旺和烏干達兩隊海外訪宣隊，分享他們的跨文化訪宣體
會。請大家踴躍報名參加，一同支持他們在服事中的學習﹗
日期：9 月 22 日(六)
時間：晚上 6:30 至 9:30 (設有國際美食，請自備餐具)
地點：東貿禮堂
備註：設有 7 歲以下之兒童託管
截止日期：9 月 16 日(主日)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2019-2020 年度柴灣堂堂委選舉專欄
以下名單中的弟兄姊妹（排名不分先後）
，跟據柴灣堂典章，經提名小
組（堂主任及兩位現任堂委）提名，為合資格的堂委候選人，需於 9/9/2018
或以前回覆是否願意接受提名。
請弟兄姊妹為他們的事奉路向及心志祈禱。
黃天華弟兄 黃志芬姊妹 郭碧鳳姊妹 林志強弟兄 伍寶秀姊妹
麥雯卿姊妹 姚順彩姊妹 勞惠卿姊妹 陳志英弟兄 莫耀平弟兄
麥超祺弟兄 王彩娣姊妹 黃敏玲姊妹 黃嘉迪姊妹 區美蘭姊妹
曾美玲姊妹 譚燕瑞姊妹 葉娟雲姊妹 羅美蓮姊妹 李慧蘭姊妹
葉明皓弟兄 歐 娟姊妹 陳玉芳姊妹 廖明禮弟兄 吳潤洪弟兄
陳幗徽姊妹 溫遠光弟兄 卓銘信姊妹 劉兆強弟兄 黃惠珍姊妹
鄭一龍弟兄 陳珮華姊妹 廖香城姊妹 曾偉明弟兄 陳智明弟兄
蔡靜雯姊妹 區嘉樂弟兄 馮美寶姊妹 彭耀佳弟兄 梁遠光弟兄
侯蕙燕姊妹 蔡玉英姊妹 黎燕芳姊妹 蘇麗珍姊妹 黃敏兒姊妹
朱文正弟兄 黎 明弟兄 郭秀嫻姊妹 林美珊姊妹 李慧萍姊妹
呂慧敏姊妹 吳文慧姊妹 王敏瑛姊妹 丘桂珍姊妹 曾月華姊妹
張玉英姊妹 叢錦英姊妹 李玉琴姊妹 陳梅枝姊妹 李劍儀姊妹
林曉榮姊妹 劉永聰弟兄 姜貴來弟兄 周志文弟兄 張寶惠姊妹
方意蘭姊妹 黃鳳翠姊妹 區振光弟兄 方惠蓮姊妹 賴淑霞姊妹
黎燕芬姊妹 王健瑛姊妹 楊美儀姊妹 黃禮光弟兄 姚根英姊妹
何國良弟兄 陳嘉慧姊妹 鄭寶玉姊妹 趙錦蘭姊妹 何敏兒姊妹
劉秀英姊妹 李玉蓮姊妹 陳孟宣弟兄 陳志競弟兄 張瀚懷弟兄
林顯基弟兄 劉耀泉弟兄 葉錦清弟兄 陳春花姊妹 龍桂崧姊妹
吳文慇姊妹 黃揚芳姊妹 曾富超弟兄 林鳳儀姊妹 鄭劍強弟兄
阮賜業弟兄 張美華姊妹 張玉清姊妹 鄧淑雯姊妹 何小屏姊妹
李沚珊姊妹 黃君悅姊妹 陳思穎姊妹 馮閑鳳姊妹 林子彭弟兄
吳凱詩姊妹 趙淑清姊妹 鍾艷霞姊妹 林慧玲姊妹 李曼玲姊妹
梁玉蓮姊妹 陸基恩弟兄 馮夏萍姊妹 高小慧姊妹 劉佩玉姊妹
韋碧雲姊妹 阮妙玲姊妹 容心怡姊妹 鄭維珍姊妹 郭嘉裕姊妹
顧 梅姊妹 黎海燕姊妹 鄭禮謙姊妹 周貴芳姊妹 李月英姊妹
楊美珠姊妹 余楚珍姊妹 植浩文弟兄 何志聲弟兄 王昌文弟兄
陳佩華姊妹 侯俊鵬姊妹 謝德華弟兄 歐陽婉玲姊妹
                       
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典章第三章第二十三節──堂委資格
1. 兩年以上之本堂教友（即 2016 年 9 月前加入本堂）及年滿二十一歲（即
1997 年 9 月前出生）
；及
2. 經常參加本堂主日崇拜（全年必須出席三份之二以上）；及
3. 經常奉獻本堂月捐及其他捐項（過去一年內有六個月或以上有奉獻）
。
其他提名
如有弟兄姊妹欲加入候選名單，可請五位或以上本堂教友聯署提名。請於
是日內向董美琴牧師遞交提名文件。
                       

閱讀文章分享：林鳳儀姊妹
書名：【猶太人的親子教育．讓孩子嬴在終點】
近日本港常有報道虐兒、虐殺個案，聽得我
們不寒而慄，可憐一群幼小的心靈，本應在最親
的父母手上孕育茁壯成長，誰不知竟落入家庭暴
力的深淵，不但肉體受到傷害，內心更種下不可
磨滅的後遺創傷。
因此，我們應返回創造我們的造物主身邊，
從聖經中找尋答案。如經上所說：
「教養孩童，使
他走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離。」箴言 22:6
「我兒，不要忘記我的法則，你心要謹守我
的誡命，因為他必將長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數與
平安加給你。」箴言 3:1-2
筆者有一次經過基督教書室，偶爾發現一本名為「猶太人的親子教育-讓孩子贏在終點。」心裏被吸引過來，因現今的家長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說話，
就是要「贏在起跑線」
，該書卻提出贏在終點線才是最重要，而內容更以猶
太人的傳統觀念，按照上帝的心意教導兒女，孩子們從小便接受有系統的「妥
拉教育」敬畏耶和華，以此作為他們學習的最高目標。
書中發出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要學習猶太人的親子教育？」作者提
出以下數點值得我們深思探究：
猶太人是
1）苦難的民族
2）書的民族
3）智慧的民族
4）傳承的民族
5）幽默的民族
6）經商的民族
7）上帝的民族
8）改變世界的民族
從以上八點你會發現猶太人的獨特性，是和他們的歷史緊緊相連，充滿
傳奇，一生經歷神的恩典和帶領。
希望這小小的開場白，能將這本書推薦給各家長們，建立孩子的正確價
值觀，從認識上帝開始，父母更要以身作則，忠於神的教導，將孩子們引領
到上帝面前，必得着永恆豐盛的生命。唯有神的愛，十字架的救恩，才能使
罪得釋放，重建和諧溫馨的家庭，悲劇就不會無日無之地不斷重演，使人心
碎，悲嘆！

中國交流分享會
今個暑期，柴灣堂分別去了中國幾個不同的地方交流。盼望弟兄姊妹了解這
些地方的需要更多，有見及此，去過交流的肢體與各位分享他們的感受。
日期：9 月 2 日（主日）
時間：下午 1:30
地點：東貿禮堂
分享內容：詩歌，遊戲，中國西南部及廣東省交流隊員分享

招募插花事奉人員
招募︰10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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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代禱資料
26/8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香港感染登革熱個案今年至今累計錄得二十多宗，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再
次發信予本地醫生和醫院，提醒他們留意本地登革熱的最新情況，加強監
測，並去信學校及院舍，提醒他們加強防蚊控蚊措施。求主憐憫，讓有關
方面及巿民做好防蚊措施！
27/8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黎寶梅姊妹
‧ 求主施恩可減輕左腳膝痛，讓醫院可盡快安排換膝蓋的手術。

28/8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林瑞梅姊妹
‧ 感謝神！背脊和腰痛因著可做物理治療得到舒緩。
‧ 求神憐憫幫助晚上有好的睡眠質素。
‧ 求主保守家人出入平安及身體健康。
29/8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林麗娟姊妹
‧ 感謝神賜自己有健康的身體，可以工作和照顧孫兒劉俊賢。
‧ 求神賜孫兒劉俊賢升中一後，可以適應校園生活；保守他升上飛躍牧區後，
也可與其他年青人有美好的相處，更深認識神。
‧ 求神保守家人平安，有健康的身體；未信主的家人可早日信主。
30/8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林慧玲姊妹
‧ 求神醫治自己感冒可以盡快痊癒，晚上有好的睡眠質素。
‧ 求神帶領女兒陳諾琳完成藝術課程後的出路和安排。
‧ 求神賜恩醫治父親的咳嗽，每天都有好的精神狀態。
31/8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林美儀姊妹
‧ 新學期將開始，求主幫助兒女能再次投入學校生活。
‧ 求主保守家人有健康的身體。
1/9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葡萄藤夫婦（灣仔堂，創啟地區）
‧ 葡萄藤家庭自2015年進入少數民族山區開荒，至今完成任期回港述職，記
念交接順利。
‧ 感恩第二個寶寶已於八月初出生，求主賜福母子健康和平安。
‧ 記念回港述職期間，在生活上能得著智慧和力量適應家庭新生活、在靈命
上進深成長，異象得更新、在知識上有新的學習和準備到下個新工場的預
備。

主題經文：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 （彼得前書 4:7）

2018 年第三季《每日讀經釋義》彼得後書、以賽亞書
日期

26/8(日)

27/8(一)

28/8(二)

經文

2:9-22

3:1-7

3:8-18

29/8(三) 30/8(四) 31/8(五)
1/9(六)
以賽亞書 以賽亞書 以賽亞書 以賽亞書
13:1-22
14:1-32
15:1-9
16:1-14

本週代禱事項
‧ 31/8(五)萬年青組有 60 多人參加自助餐旅行(屯門黃金海岸酒店)，求神保守
當日天氣和交通順利，並組長、組員們和各參與者能加深認識和增進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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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牧師
牧師
宣教師

培元
幼兒園
柴房

：董美琴牧師
：陳偉文牧師、林志文牧師
：葉永傑先生、梁鳳芯姑娘
廖愛霖姑娘、麥浩倫先生
事工幹事
：陳天喜弟兄 （聖樂及青少年）
事工幹事
：蕭秀珍姊妹*（幼兒園及兒童）
事工幹事
︰郭珮珊姊妹*（兒童）
實習神學生 ：黃銘豪弟兄
*為半職同工

行政秘書：林慧儀姊妹
行政幹事：張玉葉姊妹
幹事
：李恆瑜姊妹

教會：柴灣利眾街 24 號東貿廣場 12 樓 BCD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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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