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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第４８期）
葉永傑

踏進 12 月，教會節期將會進入「將臨期」
，這是為了慶祝耶穌降生前的
準備期與等待期；而教會在這個月的主日崇拜，將以「福音信息」為主，盼
藉此機會讓更多親朋戚友能夠認識並相信耶穌。不過，筆者有時會問，在香
港這個「宗教自由」的地方，究竟還有幾多人沒有聽聞過「福音」的內容呢？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世代，「福音」的內容可能已經透過不同的謀體及平
台而得到宣傳，但問題是「人聽了道」又如何回應呢？
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耶穌以「撒種的比喻」向眾人講論「天國的信息」
，
並指出「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路 8:8 下)比喻中，耶穌以四種的結果
來解釋人聽道後的反應。第一種是落在路旁，但「道」隨後被魔鬼奪去；第
二種是落在磐石上，但沒有根，因試煉就退後了；第三種是落在荊棘中，因
被世上的事擠住，就不能再成長結果；最後，只有落在「好土」的種子才能
成長和結果。
在這經文中，「聽」這個動詞不斷重覆出現，原文有「聽見和明白一個
信息」的意思。1-21 節共出現了 8 次之多。其實，在猶太人信仰中，
「聆聽」
是一個重要的操練，他們相信上帝由創造而今是不斷的說話，而「聆聽」就
成為人經歷上帝的一種方法。
「撒種的比喻」的關鍵亦在於「聆聽」
；在比喻
中表達「真正聆聽」就是「人聽了道，並用純真善良的心持守它，耐心等候
結果實。」(15 節)以及耶穌所表達的「聽了上帝的道而遵行的人。」(21 節)
這是有「行動」的「聆聽」
，這也是耶穌所表達的「好土」
，就是「人聽了道」
後透過「行動」積極回應，
「道」就在人的內心「札根、結果、成長」
。
在大部份的地方，每年有兩個節日都與耶穌有關 - 「復活節」及「聖誕
節」
，每一年我們同樣都會渡過，而不多 10 日，今年的聖誕節就到，對於「福
音」的信息，我們又如何預備呢？今日可能你是接受有朋友邀請來參與教會
的「福音主日」崇拜，盼望當你們聽到「福音」的信息後，能夠認識、了解、
怎至接受主耶穌成為你們的救主；而接受了「福音」的弟兄姊妹們，盼望我
們的「聆聽」態度是屬於「好土」
，就是「人聽了上帝的道而遵行」
。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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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永傑先生於是主日前往基督教潮人基列堂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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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讀經運動」
：凡願意委身研讀聖經、應用聖經的弟兄姊妹，請在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
4. 鼓勵弟兄姊妹在主日崇拜中 (12 月至明年第一季) ，見證分享神的說話如
何改變你的生命，請在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
5. 兒童區兒崇敬拜導師請往辦公室郭珮珊姊妹的工作桌面取 1 至 3 月份詩
歌資料。
6. 招募：
《幼兒園福音使命團隊》成員如有感動認識及參與幼兒園事工的弟
兄姊妹，歡迎與麥浩倫先生聯絡或查詢。另於 5/1(六)下午 3:00 至 4:00，
在東貿 12 樓舉行《幼兒園福音使命團隊》簡介會。
7. 教會祈禱會於 20/12(四)下午 1:00 及 21/12(五)晚上 8:00 舉行，是次主題：
「為受迫害國家禱告 – 也門」祈禱。鼓勵弟兄姊妹同心禱告！
8. 12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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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東區醫院報佳音」於 24/12(一)晚上 6:00 至 9:00 在東區醫院各病室舉
行，請於東區醫院主座大樓三樓那打素小禮拜堂集合。請已報名的弟兄
姊妹請準時出席參與！（備註：防感染訓練於當日下午 5:00 舉行）
10. 誠聘幹事：應徵者請電郵履歷至 audreywylam@ccccwc.org.hk（所有應徵
者的個人資料只用於處理有關申請事宜）
11.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30 位；青少年 27 位；兒童 53 位。
12. 上主日共收獻金$ 103,120.70。本月至今獻金共 $336,283.50。若肢體在兩
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聖誕洗禮崇拜
日期：12 月 23 日(主日)
地點：東貿禮堂

/

時間：中午 12:00 (午堂崇拜)

洗禮聚餐
日期：12 月 23 日（下主日）
時間：下午 2:00
地點：柴灣富臨皇宮（康民街 118 號康翠台商業中心 6 樓）
費用：120 元（洗禮者及弟兄姊妹）
80 元（洗禮者自付請客）
，4 歲或以下免費（需報名）
備註：由於是次聚餐地方有限，故只能提供給洗禮者及其親友；另現已額滿，
請已報名的參加者盡快交聚餐費用作實。
報名：早堂-鄭寶玉姊妹、中堂-李月英姊妹、午堂-王淑恩姊妹
平安夜報佳音
日期：12 月 24 日（一）
時間：晚上 7:30
集合地點：東貿禮堂
內容：唱聖詩、派單張、傳福音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本年度受洗新葡名單
成人水禮
姊妹 ── 劉志英、楊佩麗、葉彩霞
弟兄 ── 高仰維、雷文旺、曾啟滔、溫貴超、黃詠兆
轉會禮
姊妹 ── 張耀韻、賴綺霞、李淑芳、顏秀麗、胡尚君
孩童寄洗
張以信（父母：張瀚懷、呂彩頌）
關琛朗（父母：關俊祐、楊惠敏）
葉恩陶、葉恩諾（父母：葉明皓、溫穎瑤）

結婚之囍
蒙上帝的愛，主耶穌的恩典，聖靈的保守。林顯基弟兄與劉詠恩姊妹於中華
基督教會合一堂馬鞍山堂舉行婚禮。誠邀柴灣堂弟兄姊妹蒞臨分享這份喜悅。
日期：12 月 30 日(主日)
時間：下午 3:00
註：1.典禮後敬備茶點。
2.主家於當日下午 1:30 在羅屋安排旅遊巴士往馬鞍山。為方便安排
車輛，請於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旅遊車準時下午 1:30 開出)
元旦禁食祈禱營
日期：2019 年 1 月 1 日（二）
／
時間：上午 10:00 至下午 4:00
地點：信義宗神學院 (沙田道風山路 50 號)
乘車集合時間地點：上午 9:00 於柴灣羅屋
坐車名額：56 位
來回車費：$ 70（弟兄姊妹若自行乘車前往，費用全免，但仍需報名）
截止日期：12 月 23 日（下主日）
報名：早堂-鄭寶玉姊妹、中堂-李月英姊妹、午堂-王淑恩姊妹

《非凡家長系列 Incredible Parents》
目的：提升青少年家長的素質及給予與子女成長同行的啟迪
導師：趙錦德牧師、梁淑玲女士
日期：12/1、23/2、16/3、27/4、11/5、22/6、20/7、17/8 (六) 共 8 堂
時間：晚上 7:30 至 9:30
地點：東貿禮堂
截止報名日期：2019 年 1 月 5 日
查詢：梁鳳芯姑娘（詳細請看宣傳海報）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植堂快訊
牛頭角新堂明年 1 月份開始崇拜了，但仍然欠缺崇拜主席、帶領詩歌
崇拜的事奉人員。如果你有感動，請與林志文牧師聯絡。

每日代禱資料
16/12 星期日
為世界代禱
‧ 12 月是一個紀念救主耶穌基督降世的日子，願平安臨到一切飽受戰火洗禮
的地方，叫在意外中死傷者及其家人得著安慰與醫治(如早前在北角一輛保
母車剷上行人路，造成多人死傷)，肉體與心靈被囚禁的得釋放，在長期病
患與無助絕望中的人得著拯救與盼望！
17/12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陸基恩弟兄
‧ 求天父祝福父親親、弟弟和家人身體健康、每天都活在神的愛和恩典之中。
‧ 保守教會在牛頭角建新堂的事工上能順利。林牧師及教會眾人都能因此得
福、得平安、得醫治。
18/12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魏龍飛弟兄
‧ 感謝神，一家生活安好。
‧ 求主讓太太及孩子們能早日信主！
19/12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植浩文、楊美珠夫婦
‧ 浩文的高齡父親因肝、心問題而需留院，求主保守醫治。
‧ 求主保守夫婦二人有健康的身體去探病及關顧父親。
20/12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謝瑞鋒弟兄
‧ 每天要服食三高藥及打針，求主保守糖尿可以受控，及出入平安。
‧ 感謝神！三個外孫已分別讀小學及中學，讓自己上午較空閒一點，求主幫
助，及小孫子出水豆，求主保守他能快快康復。

21/12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施金龍家庭
‧ 為女兒曦琳，出年畢業後，求主賜她一份合適的會計事務所的工作！
22/12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飯團夫婦（基道堂，希國）
‧ 請禱告記念在希國的服侍。

主題經文：
「那天使對他們說：
『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
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
包著布，臥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
」
（路加福音 2:10-12）
2018 年第四季《每日讀經釋義》路加福音
日
期
經
文

16/12(日) 17/12(一)
19:11-27

19:28-46

18/12(二)
19:47-20:19

19/12(三) 20/12(四) 21/12(五) 22/12(六)
20:20-47

21:1-19

21:20-38

22:1-30

本週代禱事項
‧ 讚美操團隊將於 18/12(二)有聖誕福音聚會「聖誕聯歡會」
，請記念福音工作
能順利進行，並團隊能經歷主的保護，讓福音彰顯。
‧ 教會在下個星期日舉行洗禮崇拜，求主幫助凡洗禮者、轉會者與孩童寄洗者，
立定心志，一生跟從主，在基督信仰的路上繼續委身追求成長。
‧ 教會在平安夜的晚上分別在街頭及東區醫院有報佳音，求主使用弟兄姊妹的
唱詩，讓街坊及病友得著從神而來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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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