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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與試探

（第１０期）
董美琴

在這大齋期的日子，想起主耶穌的出道。符類福音（馬太、馬可、路加，
因記載多有相似而稱符類 synoptic gospels）都以主耶穌受洗並受試探來展開
他的事奉人生。雖然篇幅各有長短，但在其中也可探究兩者的關係及意義！
主耶穌在三十歲時（三十歲才是社會認受的成年人）接受施洗約翰的洗
禮：天國近了，你們當悔改！誠然，主耶穌用不著甚麼悔改，但他也「理當
這樣盡諸般的義」
。
（太 3:35）在這個洗禮後卻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
正禱告的時候，天就開了，聖靈降臨在他身上，形狀彷佛鴿子；又有聲音從
天上來，説：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路 3:21-22）
顯然，主耶穌願意放下自己，順服律法要求，這已為神喜悅。另方面，
他對自己身份的倒空、謙卑卻完全得到天父對他的肯定：你是我的愛子，我
喜悅你。與主耶穌不同，他是放下身段，但我們多少都想透過表現、成績、
地位、財富⋯⋯來建立、肯定自己是誰。
身份對每一個人都是重要不過的！你是誰，是自我最有份量的問題。要
知道，這個身份的答案、肯定，只是來自關係，並不可由其他取代。也正是
今天我們從自己原生家庭，自己的各種關係：夫妻、子女、朋友等等而來的
身份告訴我們是誰！但我們需要的更是永恒身份的肯定，這可只有來自父
神：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約 1:12）
奇怪的是，主耶穌是神的兒子，也受了洗，但卻馬上面對試探。也許，
我們會問，信了主，不是得神保祐的嗎？為何會有試探的？事實正是在此。
「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附這塊石頭變成食物⋯⋯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
從這裡跳下去⋯⋯」。（路 4:3、9）原來試探可以是與你是誰關連著！
當我們進入神的家，多了個永恆的身分，是沒有人可以奪去的！但願我
們這個「神的兒女」，有天父的肯定，可助我們如主耶穌一樣面對一切的試
探、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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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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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至 6 月份詩
歌資料。
2. 兒童區大喜樂導師請往辦公室郭珮珊姊妹的工作桌面取 4 至 6 月份教材
資料。
3. 「2019 年柴灣堂海外訪宣」於是主日截止報名，有興趣的肢體請在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
4. 是主日截止訂購第二季《每日讀經釋義》
，有興趣的肢體請往收費報名處
訂購(普通版$75；大字版$90)。
5. 牛頭角分堂祈禱會將於 17/3(下主日)下午 1:30 在東貿禮堂舉行，懇請弟
兄姊妹出席參與。
6. 24/3(主日)培育部有「好書推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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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14 位；青少年 20；兒童 45 位。
8. 上主日共收獻金$199,657.60。若肢體在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林慧
儀姊妹查詢。

柴堂休閒閣
日期：24/3（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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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日還有培育部「好書推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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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家庭祈禱守望：願青年人懂得持守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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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彼前1:15
 「因為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彼前1:16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
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不放縱私慾的邪情，像那不認識神的外邦
人。」帖前4:3-5
從聖經中帶來的反思
A：「我為你付出這麼多，你怎樣證明你都是這麼愛我？」
B：「但我不想呢......」
A：「愛不是只用口講，還要有行動的！你愛不愛我呢？」
B：「我愛......但是......」
我們要棄絕乖謬，拒絕試探，因為婚前性行為的真正名稱是「犯姦淫」，
污穢了自己的身體；請謹記我們的身體就是聖靈的殿。所以要約束自己的心，
在真理中站穩，在聖潔裡有分。願我們在結伴同行中，彼此提醒，活出敬畏
神的生命。
讓我們同心禱告
聖潔的主啊，感謝祢讓(代禱對象)已長大成人，並得著家人與社會的信
任，能結識伴侶，建立自己的私人空間。然而，求主保守所有青年人，不要
放縱自己，輕看別人對自己的信任；更不要帶領伴侶進入試探，甚至進入婚
姻以外的性關係！主啊，婚姻關係是一個二人成為一體的真理，更是一個一
生之久的盟誓，絕不是一個隨隨便便的玩意！因聖經說：「人所犯的，無論
甚麼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豈不知你們的身
子就是聖靈的殿嗎？」(林前6:18-19上)主啊，我們同心祈求，求主賜世人，
特別是青年人，有敬畏主、遠離惡事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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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耶穌也受了洗，正禱告的時候，天就開了，聖靈降臨在他身上，形狀彷佛鴿
子；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説：『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
（路加福音 3:21-22）
2019 年第一季《每日讀經釋義》歌羅西書
日期

10/3(日)

11/3(一)

12/3(二)

13/3(三)

14/3(四)

15/3(五)

16/3(六)

經文

2:1-7

2:8-15

2:16-23

3:1-11

3:12-17

3:18-4:1

4:2-9

本週代禱事項
‧ 感謝神！林家賢牧師經教友大會通過，成為本堂牧師，擔任夫婦區的牧養，
願上帝賜福加力，與我們同心合意興旺福音，榮神益人。
‧ 鄭秀珍姊妹安息禮拜於 24/3 (日)晚上 7:00 在大圍寶福紀念館舉行，並於
25/3(一)上午 11:00 在柴灣哥連臣角火葬場舉行火葬，求神安慰她們一家。
‧ 余楚珍姊妹母親羅兆蘭於 8/3 (五)離世，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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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牧師
牧師
宣教師

培元
幼兒園
柴房

：董美琴牧師
：林志文牧師、林家賢牧師
：梁鳳芯姑娘、廖愛霖姑娘
麥浩倫先生、梁錦儀姑娘（宗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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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珮珊姊妹* （兒童）
義務宣教師 ︰汪寶雄先生、鄧建仍先生
*為半職同工

行政秘書
行政幹事

：林慧儀姊妹
：張玉葉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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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