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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哈巴谷書看今日香港
陳嘉慧
哈巴谷-先知名字，若是希伯來文，解作「擁抱」
。相信大家也很清楚先
知就是「上帝的代言人」
，但是，先知還有一樣很重要的職份 -「代求」。
哈巴谷大約與那鴻、西番雅和耶利米同時。信息寫成於約西亞、約哈斯、
約雅敬在位之時。當時猶大國是埃及的附庸國，於是猶大需要向埃及進貢大
量金錢貢品，約雅敬向全地徵稅。耶利米的禍哉預言中曾指摘約雅敬取用了
部分稅款來作私人用途。同時埃及與巴比倫這兩股新興勢力正在較勁，爭戰
連年。最後巴比倫王攻克耶京，而約雅敬被巴比倫王用銅鏈鎖著帶走。耶利
米指出約雅敬所做的惡事包括：敬拜偶像、社會不公、尅扣工資、貪婪、流
無辜人的血、欺壓和強暴，並離棄耶和華的約，耶利米多次發預言，但他不
順服、不悔改、自滿自大，滿足於以不義手段取得財富(參王下 22:35、代下
36:6、耶 22, 25, 26, 36)。
哈巴谷先知面對這樣的社會，他向上帝發出兩次求問：
1. 為何容忍強暴不義到一個地步，就是義人被惡人包圍，律法失效、公理不
彰？上帝的回答竟然是要興起殘暴的迦勒底人來審判列國的不義(包括猶
大)。
2. 先知繼續求問上帝為何用邪惡強暴的迦勒底人來作審判的工具？上帝回
答是最終也要審判迦勒底人，並會降給他們五個禍患。
最後，上帝顯現異象以解答先知的求問(哈 3)。
看看今天的香港，其實分別不大，只是形式不同。普選被中央否決，79
天的佔中都無法改變事實。新界東北發展，在居民反對下通過。2016 年農
曆新年的旺角騷亂，參與者多被判入獄多年。立法會民選議員以釋法被 DQ，
參選資格被無理剝奪；立法會議事規則被修改，立法會只是政府的橡皮圖章。
大白象工程花上數以千億元，但效益成疑；沙中線工程，變成豆腐渣工程(貼
近國情)。還有「明日大愚」工程……
除了政治困境外，學生自殺個案沒有停。青少年要面對買不到樓的問題，
就是大學畢業，單靠每月收入，就是不吃不喝(雖然我知道只要保持呼吸，
就可以繼續生存)，也買不到蝸居；身邊有朋友結了婚，生了孩子，仍需分
開住，到分派到公屋，可以一起居住時，其實一家三口已相處不來，要辦離
婚。年長者也好不多，有長者露宿街頭，住劏房，執紙皮……
請問今天我們可以為香港做甚麼？請為香港禱告，請為我們的家園禱告，
請為我們的下一代禱告，請將香港的問題帶回上帝處，就好像哈巴谷先知一
樣，將所有問題帶回上帝處，質問上帝、禱告上帝、靜侯上帝、得到異象，
找到出路。
擁抱上帝，還請上帝擁抱香港！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使命宣言：我們植根柴灣，訓練門徒，走進人群，建立基督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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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陳偉文牧師前往中華基督教會海南堂證道。
2. 已購買「2019 年全年好日曆」的弟兄姊妹，請到收費報名處領取。
(早堂-林慧玲姊妹、中堂-鍾艷霞姊妹、午堂-陳鳳萍姊妹)
3. 「2018 年迎新愛筵」於是主日下午 1:30 在柴灣堂幼兒園舉行，請已報名
的弟兄姊妹準時出席。
4. 小西灣堂及柴灣堂合辦：
「回顧展望感恩祈禱會」於 24/11(六)晚上 7:00 至
9:00 在東貿禮堂舉行。
5. 「東區醫院報佳音」於 24/12(一)晚上 6:00 至 9:00 在東區醫院各病室進
行。截止報名日期為：11/11(下主日)，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6. 鼓勵弟兄姊妹在主日崇拜中，見證分享神如何在你生命中的作為、改變，
讓我們彼此激勵、見證基督！請在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參加。
7.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32 位；青少年 24 位；兒童 46 位。
8. 上主日共收獻金$123,512.80。10 月份共收獻金 $540,390.50。若肢體在兩
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9. 同工放假如下：陳偉文牧師於 4-15/11 帶領以色列聖地之旅；李恆瑜姊妹
於 6-7/11 放假；董美琴牧師於 6-8/11 參加區會牧師退修。
10. 10 月份祈禱會出席總人數為 134 位。

學像基督四堂
主辦：培育部
日期：11 月 21 日至 12 月 12 日 (三)
時間：晚上 8:00 至 9:30
地點：東貿禮堂
導師：陳偉文牧師
對象：2014-2017 年洗禮者為主要對象，也歡迎其他弟兄姊妹參加
內容：本課程是幫助弟兄姊妹從耶穌的生命中，去反省自己的生命可以如
何學像基督，叫生命活得更美。
參考：《聖召出聖徒》高銘謙
日期
內容
閱讀經文
21/11
召命 (p.3-15)
約 10:10
28/11
捨己 (p.19-28)
可 8:31-34
5/12
簡樸 (p.271-279)
路 10:41-42
12/12
謙卑 (p.373-384、395-431)
約 13:14-15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植堂快訊：植堂激勵會/行區祈禱
柴灣堂自 2014 年 7 月植堂探索祈禱小組開始，至 2018 年，堂會有見於植堂
的土壤開始肥沃，故於 2018 年 8 月 23 日通過成立「植堂小組」。明年 1 月
開始，柴灣堂將會在牛頭角開始崇拜。故在 11 月舉行一次激勵會及行區祈
禱，期望你可以出席，一齊為天國事工打拚。
日期：11 月 18 日(主日)
時間：下午 1:30
地點：東貿禮堂
內容：先在東貿禮堂聚會，然後一起出發往牛頭角行區祈禱

2019 年讀經運動
2018 年鼓勵弟兄姊妹實踐穏定、有計劃和有系統的讀經生活，與上帝建立
親密的關係，相信不少弟兄姊妹已經享受這種喜樂，屬靈生命得以成長。
2019 年也鼓勵弟兄姊妹繼續努力，參與讀經運動。
1) 每日付出 20-30 分鐘，在一個最能令自己安靜的地方，進行讀經靈修生
活，與上帝相交。
2) 用三種顏色劃在經文上，代表三種不同的領受。
 紅/橙色-罪
 黃色-應許
 紫色-發現
3) 透過香港讀經會《每日讀經釋義》幫助了解聖經：
訂購《每日讀經釋義》，全年四冊，（普通版）每年$100；大字版每年
$120。（教會已有津貼，並交費作實）
也可以自行購買電子版《每日讀經釋義》
，可於 IOS 和 Android 平台使
用，每年$148。
4) 報名：(i) 講買《讀經釋義》
：早堂-林慧玲姊妹、中堂-鍾艷霞姊妹、
午堂-陳鳳萍姊妹
(ii)自行購買電子版的肢體，請於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以作
教會記錄
5) 截止日期：12 月 2 日(主日)

每日代禱資料
4/11 星期日
為香港代禱
‧ 香港的天氣開始轉涼，求主保守身體軟弱、年老幼小的多加留意，保暖加
衣、勤做運動、注意休息，準備好面對流感的出現。
5/11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陳培奇、黎玉霞夫婦
‧ 感謝神保守生活上一切安好。
‧ 為屯門居所樓上單位滲水影響自己家居，求主使滲水單位快快處理維修工
程讓我們有個安樂窩。
6/11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陳孟宣弟兄
‧ 求主保守和醫治患病的肢體，安慰他們身邊的家人。
‧ 感謝神的接納和眷顧，參加了兩年門旅，求主保守和加力，生命得以成長。
7/11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張燦基、李燕貞夫婦
‧ 為燕貞病情能早日得到舒緩祈禱，求主保守身心靈壯健，榮耀主名。
8/11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陳家明弟兄
‧ 母親有糖尿病已幾十年了，近來健康漸差。求主幫助她的健康可以有改善。
‧ 為二哥因掛念他的亡妻，心情極為困擾及容易發怒。求主幫助他可以早日
息懷回復平靜。
9/11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陳志競弟兄
‧ 為工作有新安排禱告，求主幫助能儘快適應新工作環境和人事。

10/11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馮氏家庭（柴灣堂，新加坡）
‧ 過去兩個月大量的同事被迫離開服務的地方，設備被沒收、工人被審問、
事工被警告。在面臨越來越多限制的同時，我們繼續受到當地信徒堅定的
鼓舞。一個當地的牧師熱情地分享說「我們跪下祈禱、站起來講道、行軍、
聽從神的召喚、準備搬家、準備坐牢、準備迎接主」
。他們的信念和勇氣鼓
勵我們堅持不懈，祈禱我們保持忠誠，繼續與東亞各國人民分享耶穌的好
消息。
‧ 為1400名在亞洲各國人民中服侍的OMF工人祈禱，祈求我們的言行和品格
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宣告基督和榮耀祂。請為被逼離開服務地區的工人祈
禱，祈求主帶領他們未來的方向。請為那些需要更新簽證的工人祈禱。請
為浩鎏祈禱，求神加力，讓他與其他領導人密切合作，支援受到影響的工
人和他們的孩子。
‧ 未來幾個月浩鎏將負責幾個國際性聚會的講道，求神使他能大膽而忠實地
說出神的話。
‧ 為新同工課程祈禱，團隊有來自肯雅、巴西、荷蘭、德國、香港、美國、
加拿大和其他地區的工人。巴西兄弟希望利用足球訓練作為年輕人佈道的
平臺。祈禱我們在這段時間與他們一起同行。
‧ 珍妮繼續參與哈德森泰勒(Hudson Taylor)的紀錄片專案，期望通過哈德森
泰勒的事蹟能鼓舞人心及年輕人，求神賜下毅力和帶領整個製作過程。
‧ 欣寧繼續於世界衛生組織在埃及開羅的全球衛生應急反應部任職，她將考
慮延長任期至2019年中，求神賜智慧給她作出決定。
‧ 力殷繼續在軍隊中服役，並準備申請入讀大學，求主帶領他的道路，賜他
力量。

主題經文：
「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
就得與上帝的性情有分。」
（彼得後書 1:4）

2018 年第四季《每日讀經釋義》路加福音
日期

4/11(日)

5/11(一)

6/11(二)

7/11(三)

8/11(四)

9/11(五)

10/11(六)

經文

2:1-24

2:25-52

3:1-14

3:15-38

4:1-13

4:14-30

4:31-44

本週代禱事項
‧ 姜貴來弟兄的母親於 28/10(日)安息主懷，求主保守貴來的家人有平安的心，
及身後事的安排。也求主額外加添貴來的體力，減少化療的副作用，可以有
好的睡眠質素及胃口，最終叫癌細胞不再活躍！
‧ 今天晚上，聖地團一行 48 人(柴灣堂 28 人、小西灣堂 20 人)出發至 15/11 回
香港！求主讓我們兩堂的弟兄姊妺除了聖地觀光外，更有屬靈信仰的深度體
驗、兩堂肢體團契相交時光，上帝的恩惠平安在我們中間伴隨！
‧ 感謝神！由 11 月起，汪寶雄宣教師成為本堂義務宣教師，會於星期六及主
日在飛躍牧區事奉。求主使用他在我們中間有美好的同工！
‧ 區嘉樂弟兄在 7/11(三)做甲狀腺手術，求主保守手術過程順利及手術後的康
復！
‧ 郭嘉裕姊妹的預產期於 11/11(日)，求主保守她在最後懷孕階段可以健康得
力，在生產過程順利，母女平安！
‧ 為楊惠敏姊妹的父親楊良安先生禱告，他因腎指數再次上升要入院接受治
療，求主感動他願意開放心靈經歷耶穌的安慰，使他內心有平安，晚上有好
的睡眠質素，早日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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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職）
事工幹事
︰郭珮珊姊妹（兒童）
（半職）
義務宣教師 ︰汪寶雄先生
實習神學生 ：黃銘豪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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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