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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不是已赦免了嗎？

（第６期）
麥浩倫

筆者感恩於去年 12 月有機會與太太一起到葵青劇場欣賞一齣名為《唯
獨祢是王 II》的音樂劇。該劇取材自舊約聖經撒母耳記下 6 章至 18 章，內
容講述大衛統一江山後，成為一國之君，但卻犯下極嚴重的姦淫與殺人罪。
劇中一幕講述大衛犯罪後被先知拿單責備，雖然大衛認罪悔改，先知拿
單也轉述耶和華已除掉大衛的罪，使他不至於死，但大衛卻要面對喪子之
痛。大衛獨自走進內室禁食懇求上帝，但上帝卻指出他除了要面對喪失因犯
姦淫而出的孩子外，他所犯的罪更禍延下一代。劇中，上帝在內室向大衛展
示一幕幕因他的犯罪所種下的惡果：女兒他瑪被長兄暗嫩姦污；兒子押沙龍
殺暗嫩為妹報仇；押沙龍謀朝篡位追殺自己；兒子押沙龍慘死等等。大衛看
著一幕幕子女犯罪、痛失子女的心酸情景，不禁質問上帝「祢不是已經赦免
了我的罪嗎？為何還要我遭受這樣的懲罰？」上帝卻回應「這並不是我對你
的懲罰，而是你犯罪時所種下的惡果。」這幕「大衛對上帝的質問」深深觸
動並提醒筆者，雖然上帝已經赦免我們的罪，但我們仍需要面對從罪衍生出
來的地上惡果，正如耶利米書所說「你的行動，你的作為，招惹這事，這是
你罪惡的結果，實在是苦，是害及你心了。」
上帝的赦罪是對人的憐憫和接納，指到上帝仍願意與我們建立親密的
關係，不願我們被罪惡捉走，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不用面對犯罪所種下的後
果。大家試想一下，假若上帝赦罪，我們就不用承擔任何地上面的後果，我
們很容易就會因為這種扭曲的思想而產生出「容許自己不斷犯罪」
、
「犯罪也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心態，一心相信只要犯罪之後，來到上帝面前認罪被赦
免就「一天光晒」
。這種扭曲的想法不但讓我們產生錯誤的安全感，更引誘
我們試探上帝，將上帝的憐憫和恩典看得相當廉價。
弟兄姊妹，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所流的寶血一點也不廉價，因為這是用
來買贖我們的靈魂、我們的生命。我們所犯的罪並不是一句「上帝必定會赦
免」就不用承擔種下來的惡果，上帝的赦免是叫我們在面對終極審判的時
候，能夠脫離永遠的死亡，但我們仍是要承擔和面對犯罪之後，所種下來的
地上惡果。
親愛的弟兄姊妹，罪惡所種下的惡果必定會伴隨著我們所犯的罪而來，
這些惡果一點也不好受。盼望我們在主的教導下能夠互相勉勵提醒、儆醒禱
告，免得入了魔鬼的迷惑，以致我們真的能夠在這個罪惡滿佈的世代裡面靠
主站立得穩，不被罪惡轄制，互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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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陳偉文牧師因個人原因請辭本堂牧職，將於 16/2(六)正式離職。求主保
守、引導他及師母的前路。
2. 「福音班」於是主日上午 11:45 在東貿 1-2 號房舉行。歡迎新朋友或計劃
於本年洗禮的弟兄姊妹參加。
3. 守望祈禱會於是主日下午 1:30 在東貿禮堂舉行，懇請弟兄姊妹撥冗出席，
前來為自己和教會守望禱告。
4. 牛頭角分堂祈禱會將於 17/2(下主日)下午 1:30 在東貿禮堂舉行，懇請弟
兄姊妹出席參與。
5. 《聖靈論與靈恩運動》課程於 19/2 - 19/3（二）晚上 7:30 - 9:30 在東貿禮
堂舉行，請弟兄姊妹在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
6. 《非凡家長系列 Incredible Parents》講座於 23/2（六）晚上 7:30 在東貿
禮堂舉行，鼓勵家長踴躍參加，請弟兄姊妹於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
7.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299 位；青少年 26 位；兒童 38 位。
8. 上主日共收獻金$257,342.80。若肢體在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林慧
儀姊妹查詢。
9. 同工放假如下：麥浩倫先生於 12-14/2；林慧儀姊妹於 12-15/2。

柴堂休閒閣
日期：24/2（主日）
三堂崇拜之間，期盼大家稍為停留，飲
杯茶、食件餅，互相關心慰問，彼此建
立在基督裡的情誼，好讓柴堂家能互相
守望。
時段：早、中堂之間（9:45-10:10）；
中、午堂之間（11:30-11:55）
地點：東貿 1-2 號房

特別教友大會
親愛的柴灣堂教友：
按柴灣堂典章第二章第十四節「特別會議得由堂會臨時召集」，堂會現
謹召開特別教友大會。詳情如下：
日期：2019 年 3 月 3 日（主日）
時間：上午 11:30 –中午 12:00
地點：教會禮堂
議程：
1. 同心祈禱
2. 數點出席人數
3. 通過聘請林家賢牧師為本堂牧師
林家賢牧師已婚，先後於 2002 及 2015 年畢業於信義宗神學院神學學士
及教牧輔導碩士，並分別於宣道會及本會沙田堂事奉達 15 年之久，他亦
於 2015 年被區會按立為牧師。
查林牧師為人溫和、熱誠；過去牧養初職及年青夫婦，亦為敬拜隊的牧
者。已於月前分別得執事會及堂會通過聘任，現依章交教友大會正式通
過聘請林家賢牧師為本堂牧師。
4. 祈禱散會
懇請各位會友同心出席，關心教會、共商聖工。
主任 董美琴
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 主席 曾富超
書記 陳孟宣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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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主仼簡介
梁錦儀宣教師已婚，育有一子。她於 2011 年畢業於香港神學院神學學士
並先後在筲箕灣循道衛理幼稚園擔任宗教主任及宣道會杏花村堂擔任半
職傳道。
查梁姑娘為人隨和、熱愛教導；孩子和家長都為她所關切。
經執事會及堂會通過，現聘梁姑娘為本堂宣教師，亦為幼兒園的宗教主任，
負責幼兒園的聖經教導、聯繫家長及教會，彼使幼兒園的家庭能認識神！
梁姑娘將於本月 18 日履任。本堂深慶得人，願神賜福加力，叫我們同心
合意興旺福音，拓展天國。

2019 年柴灣堂海外訪宣：
蒙主賜恩柴灣堂今年暑假繼續有烏干達海外訪宣體驗。盼望每位弟兄姊
妹，把握機會參與海外訪宣以回應主愛。
參與訪宣體驗目的：
一. 體驗跨文化宣教工作；
二. 協助當地同工的福音工作和建立教會；
三. 讓你實踐大使命，造就自己和別人。
地點：烏干達(東非)
日期：7 月 19 -29 日（11 天）
費用：$16,500（包括:機票、機場稅、當地交通、食宿、行政費、保險
費，以及接種黃熱病疫苗）
人數：6 位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訪宣隊報名者須面試，詳情請看報名表或聯絡麥浩倫宣教師。

每日代禱資料
10/2 星期日
「神啊，祢是真理的泉源，屬靈知識的賜予者，祢以不變的愛引領我們走過
每一年。我們稱頌祢，我們雖不能憑肉眼看見祢的榮耀，但卻因信能夠認
識祢，並且把握真理成為我們心靈的亮光。我們特別要感謝祢，因為祢藉
著基督將真光照亮一切世上的人。」
傅德 (1838-1889)
11/2 星期一
「聖潔的主，我們向祢獻上感謝。全能的父，永在的神，祢喜歡領我們經過
黑夜，迎見晨光。求使我們今日不犯罪，以致到晚上我們又可以向祢獻上感
恩。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加里森聖書》 (492)
12/2 星期二
「全能的神，慈悲的父，求祢施恩，使我們能監察自己內心深處最隱袐的心
思。我們要站在祢面前，決不受那些羞辱祢名的事物所吸引，只堅持一切美
善的目標，投入祢聖潔的事奉，直到我們生命的終結。求祢使我們今日看
見，我們過往所做的並不算什麼，在祢面前完全重新開始，照祢召我們的應
許，在基督裡得著光明的基業。阿們。」
《希格斯靈修集》 (1700)
13/2 星期三
「恩慈溫良的天父，我在祢面前承認自己是多麼硬心，缺乏同情，實在是有
深切的愁苦。我常因缺乏恩慈溫柔而得罪鄰舍，對他的試煉與憂慮無真正
的憐恤，既不安慰，也不同情，更未伸手幫助。父啊，求祢赦免這嚴重的
罪，不向我追討罪債。」
安德 (1555-1621)

14/2

星期四

「神啊，求祢從祢恩惠的寶庫賜給我們童稚般單純的信心、更信實的心、更
忠貞的意志。願藉由我們的順服向我們開啟一切屬靈的知識的門，領我們
進入與祢真理之靈的相交中。我們願變成基督的形象，以致祢在地上的樣
式得以更新，祢真理、自由、仁愛的國度也快快來到。阿們。」
傅德 (1838-1889)
15/2

星期五

「神啊，求祢賜我亮光可以看見，賜我心意可以接近，賜我力量可以遵行，
讓祢的旨意成為我生活的實際。阿們。」
魏多馬 (1663-1755)
16/2

星期六

「神啊，求祢使我們在思想言行上愛祢，感謝祢，稱頌祢，而且愛祢更甚，
讚美祢更深，認識祢更多，深感祢是配得完全的愛與讚美，以致祢的聖者與
天使都愛祢，永遠歌頌祢，因為祢使我靈頌讚祢那無盡無比的愛。神啊，我
是個罪人卻蒙恩惠，祢是我的神。阿們。」
潘錫 (1800-1882)

主題經文：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
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歷代志下 7:14）

2019 年第一季《每日讀經釋義》- 撒母耳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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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2

本週代禱事項
‧ 鄭秀珍姊妹因心臟問題在東區醫院留院檢查，求主看顧，祝福她身體並無大
礙。
‧ 丘桂珍姊妹因血稠而有輕微中風，求主幫助醫生調妥薄血藥。
‧ 甄練的兒子甄子祥要做通波仔手術，求主保守一切順利，身體痊癒得好。
‧ 譚健恆母親阮翠珍肺部出現問題，求主幫助醫生下週清楚確診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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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元
幼兒園
柴房

主任牧師
牧師
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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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寶怡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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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宣教師 ︰汪寶雄先生
行政秘書
：林慧儀姊妹
行政幹事
：張玉葉姊妹
*為半職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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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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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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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