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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

（第８期）
曾富超

2016 年 12 月 15 日堂會會議之後，我突然小腦中風，事前並無任何
不適徵兆。有人會感到疑惑，為何我平日看似健康，忽然會面對如此大病，
幾乎要死！難道神不保守祝福我嗎？
小時候，曾看過無線電視的外購劇集 — 合家歡，是美國當時的處境
喜劇。內容講述富裕單身漢標叔叔收養兄弟遺下的三名孤兒 — 大家姐及
一對雙生兄妹朱仔及小寶，再加外表嚴肅內心慈祥的男管家法蘭叔叔，故事
圍繞著這個特別的「家庭」發展出很多有趣的事。標叔叔很疼愛這三姊弟，
從來照顧有加；直到一日，這對小兄妹犯錯事，標叔叔教訓他們。他們不但
沒有埋怨，反而很開心，法蘭叔叔問他們為何高興？他們回答以前標叔叔買
很多東西給他們，但沒有溫馨家的感覺，現在做錯事被管教反而覺得是一家
人。
過去的日子，得蒙神的保守，身體健壯，從未支取一日病假，眼看快
要退休了，我常常對人說這事，並沾沾自喜，希望退休前不要病，成為一項
記錄。不期然地，我將感恩的見證變成自誇的事；最後一場大病，再沒有返
寫字樓，跟著就退休了。
「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
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來 12:11）
最近和一班弟兄姊妹參加教會的第一屆門旅，一個很大的感受是講
到父親的管教。特別讓我想起希伯來書 12 章 5-8 節這樣教導我們：
「你們又
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說：
『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祂責
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因為主所愛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
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待你們如同待兒子；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
的呢。管教原是眾子所共受的，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兒子了。』」
感謝主！「神所懲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輕看全能者的管教。」
（伯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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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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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福音班」於是主日上午 11:45 在東貿 12 樓 E 室舉行。歡迎新朋友或計
劃於本年洗禮的弟兄姊妹參加。
3. 2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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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特別教友大會將於 3/3（下主日）上午 11:30 在東貿禮堂舉行，敬請留意。
5. 「2019 年每月讀經專題講座」將於 1/3（五）晚上 7:15 在中華基督教會
望覺堂（旺角弼街 56 號基督教大樓二樓禮堂）舉行，是次內容為「從《俄
巴底亞書》看仇恨的處理」
。
6.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23 位；兒童 51 位。
7. 上主日共收獻金$107,374.40。本月至今獻金共 $505,068.50。若肢體在兩
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林慧儀姊妹查詢。
8. 同工陳天喜弟兄於 27-28/2 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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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讀經運動：第二季
2019 年讀經計劃已經開始了差不多一季了，相信弟兄姊妹在這讀經運動
中，已經享受了不少讀經的樂趣。唯有一些弟兄姊妹於上季未有購買《每
日讀經釋義》
，在第二季來臨前，如果想使用《每日讀經釋義》的肢體，現
在可以訂購。
價錢：普通版$75；大字版$90
訂購：請往收費報名處
截止訂購：10/3（主日）

招募插花事奉人員
招募︰4 至 6 月份負責主日崇拜插花事奉人員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備註︰為讓更多人參與事奉，請事奉者先填寫一次，待有空缺才繼續填
寫。

區會課程：「挑戰視野」普世宣教展望課程
為鼓勵弟兄姊妹委身參與宣教事工，區會宣教事工小組將以香港差傳事工
聯會編撰的課程教材，從聖經基礎、宣教歷史、跨越文化和生命策略等四個
不同主題，探討普世宣教之展望和實踐，詳情資料如下：
日期：3 月 7、14、21、28 日（四）共 4 堂
時間：晚上 7:30-9:30
地點：區會（九龍太子道西 191 號馬禮遜記念會所）
講員：持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檢定教師資格之本會牧者
對象：本會有志參與宣教服侍的牧者、信徒、宣教/差傳部成員
費用：$100（包括教材費用）
查詢及報名：請聯絡林志文牧師

為家庭祈禱守望：當竭力維繫婚姻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
徒祈求。」
【弗 6:18】
教會鼓勵弟兄姊妹起來同心禱告。你可於本週內運用以下的祈禱資料，
為自己的家庭、小組組員的家庭提名放入禱告內容中，祝福作丈夫或作妻子
的，能被建立為神所喜悅的家庭。深願各人起來禱告，彼此儆醒守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從聖經中帶來的亮光
 「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她的
丈夫。」弗5:33
 「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這樣，若有不信從道理的丈夫，他
們雖然不聽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過來。」彼前3:1
 「你們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軟弱，與你一同承受
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這樣，便叫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
彼前 3:7
 「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
顧別人的事。」腓 2:3 下-4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來 10:24

從聖經中帶來的反思
根據政府統計處人口統計組及司法機構的資料顯示，本港 2009 年錄得
離婚數字有 19,616 宗，相比五年前，亦即 2005 年的 14,873 宗，急升超過三
成。離婚跟結婚個案的比例已達到四成九，換句話說每兩對新人結婚，同時
就有一對夫妻分開。
若婚姻只是兩個人的事，就不容易長時間維繫著，但夫婦間若以神為婚
姻的核心，情況就不同了。主的介入，必以愛化解一切嫌隙，祂以柔和讓夫
婦間有更平安的相處；主以謙卑讓夫婦進入看對方比自己強的能力中；又以
聖靈引導人明白一切真理，叫人以跟從主為生命的主導。

讓我們同心禱告
主耶穌，我們現今將婚姻處於緊張狀態的夫婦帶到主的施恩座前，尤
其是（代禱對象），求主醫治他們。求主的和諧與平安大大平靜他們的心
靈，止息他們的紛爭；求主叫他們不可依靠自己的感覺和價值觀來判斷誰
是誰非，因為這樣的爭持，只會讓「紛爭」長驅直入破壞家庭的寧靜。求
主賜陷於紛爭的夫婦有節制的能力，更要約束一切狂傲與放縱；「禁止嘴
唇」代替「口出惡言」，「願意饒恕」代替「懷恨在心」，「平靜安穩」
代替「心煩氣躁」。
主啊，甚願夫婦之間，能夠掌握更多夫婦相敬如賓之道，凡事看對方
比自己強；嘗試一切從欣賞開始，發掘更多使配偶得建立的恩言；不要單
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及家人的事。主啊，但願每一對夫婦更能體會自己在
家庭中的影響性，不要因自私、更不要因私慾，破壞家庭幸福，影響子女
的成長。求主賜每一對夫婦均以家庭為重，喜悅自己的子女平安；在彼此
尊重中，經歷主所賜的心意更新。感謝主，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禱告經文和內容節錄於以勒基金的祈禱手冊《為家庭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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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4/2(日)

25/2(一)

26/2(二)

27/2(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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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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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代禱事項
‧ 本堂會友楊妙儀姊妹與陳俊然弟兄將於 2/3(六)下午 2:00 在中華基督教會望
覺堂舉行婚禮，求主賜福他們的婚禮及往後的婚姻生活，榮耀主名。
‧ 葉永傑先生於 28/2 離職，感謝神讓他在柴灣堂服侍，祝福他前面的事奉新
里程。
‧ 感謝神，梁錦儀姑娘於 19/2 到任宗教主任，願上帝賜福加力，與我們同心
合意興旺福音，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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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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聚會時間
早堂：上午 8:3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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