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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什麼逼迫我？

（第１１期）
麥浩倫

近年教會的第三週祈禱會都安排為一些基督徒受逼迫的國家祈禱，筆者
每次為他們祈禱時，心裡總會思想：他們為何能夠如此堅強地面對逼迫和生命
的威脅？他們以怎樣的心境面對長期處於危險的生活？假若我在這些國家生
活，面對這麼真實的生命威脅和壓迫，我仍能持守信仰嗎？
還記得早前有一齣名為《沉默》的電影，內容講述西方的神父到日本傳教，
並與日本的信徒一起面對幕府政權的威脅和迫害。幕府以奪取性命來威脅傳
教士和日本信徒踐踏耶穌像來表示放棄信仰(又稱：踏繪)，最終有人為保生命
而背棄信仰，有人持守信仰而為主殉道。基督信仰從來都不是夢幻和浪漫的生
命之旅，而是一個需要面對很多實質的生命抉擇和掙扎，甚至充滿許多危險的
信心之旅。當我們真實面對這些生命迫害時，我們確實會感到害怕和不知所
措，筆者也未能想像自己會作出什麼反應。逼迫所產生的恐懼是真實的，我們
的生命確實受到威脅，經歷著痛苦和傷害，所以當我們面對逼迫時，會很自然
地將焦點集中在「我」身上，專注在自己的害怕和所受的痛苦之上。
近日，筆者在《敞開的門》的雜誌看到一篇文章，文章幫助筆者再次深入
反思「逼迫」這課題。當中提到基督徒在面對逼迫時常會忽略一件事，就是所
有對基督徒的逼迫行為，真正的攻擊目標其實只有一人：耶穌基督。正如昔日
掃羅迫害基督徒，主耶穌在大馬士革路上問他「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
我？」
，而不是問「你為什麼逼迫我的門徒？迫害那些無辜的人？」
基督徒要面對逼迫是因為作了耶穌基督的使者，這樣看來一切迫害的焦
點仿佛都指向耶穌基督，但當筆者再想深一層，當初主耶穌基督甘願降世面對
迫害，最後被殺、掛在木頭上，又是源於什麼？想到這點筆者已不需再深究，
相信讀者們也知道答案。
昔日主耶穌因為愛我們，為了擔當我們的罪而甘願走上受壓迫、被殺害、
最終掛在木頭上的十架路，今天作為基督徒的我們又如何回應呢？耶穌提醒
我們不要懼怕，不要將迫害的焦點放在自己的身上，因為一切的迫害都是指向
祂，主耶穌要我們知道祂會與我們一起面對那些逼迫。耶穌也曾說過「人若因
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揑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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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牛頭角分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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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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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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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已購買第二季《每日讀經釋義》的弟兄姊妹，請到收費報名處取書。
（早堂：郭金玲姊妹／中堂：鍾艷霞姊妹／午堂：韋碧雲姊妹）
5. 教會祈禱會於 21/3（四）下午 1:00 及 22/3（五）晚上 8:00 舉行。是次主
題：
「為受迫害國家禱告 – 馬爾代夫」祈禱。鼓勵弟兄姊妹同心禱告！
6. 24/3（下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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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8/3（四）晚上 7:30 在東貿召開，敬請各堂委留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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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299 位；青少年 27 位；兒童 42 位。
10. 上主日共收獻金$79,381.50。本月至今獻金共 $279,039.10。若肢體在兩週
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林慧儀姊妹查詢。
價值觀重整
日期：4 月 14 日至 5 月 19 日（主日）共 4 堂（28/4 及 5/5 暫停）
時間：上午 11:45 至下午 1:15
導師：梁鳳芯姑娘
地點：東貿 1-2 號房
對象：對聖經和基督教信仰有興趣人士、準備洗禮者
內容：探討甚麼是正確的價值觀、甚麼是世界的價值觀，並比較這兩種的
價值觀帶給人甚麼不同的結果
日期
課題
14/4
重整你的：原生家庭觀
21/4
重整你的：價值觀
12/5
重整你的：自我形象觀
19/5
重整你的：人生觀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聖週祈禱會 – 「三十塊錢」
日期：4 月 15 至 18 日（一至四）
時間：下午 1:00 至 2:00 及晚上 8:00 至 9:00
地點：東貿禮堂
內容：默想、禱告

受苦節默想會
日期：4 月 19 日（五）
時間：晚上 7:00
地點：東貿禮堂
內容：默想、禱告
備註：請穿著素色衣服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2019 教會靈修營
聖經記載耶穌在忙碌的事奉過後，總會抽時間到山上或曠野安靜親近神。
安靜靈修親近上帝也是幫助我們在忙碌的生活和事奉中重新得力，今年教
會舉辦靈修營，誠意邀請你來參與一起安靜親近主。
日期：5 月 13 日（一）
時間：上午 10:00 至下午 5:00
講員：林玉英牧師
地點：宣道園（新界粉嶺龍躍頭新屋村）
名額：100 人
旅遊車集合時間及地點：上午 9:00 在柴灣羅屋
費用：$80
報名：早堂-郭金玲姊妹、中堂-鍾艷霞姊妹、午堂-韋碧雲姊妹

柴堂休閒閣
日期：24/3（下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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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化解家人嫌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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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說)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
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太11:29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
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西3:13
從聖經中帶來的反思
在家庭中，各持己見、互不相讓，大都隨意「手指指」；因此在彼此
的對罵中，大家都受了傷害，產生嫌隙，就如關係被撕裂一樣；這時我們
作守望的，首先要根據傳道書3章7節的經文作禱告的方向：「撕裂有時，
縫補有時。」 (傳3:7上)要奉主的名宣告，關係被撕裂的日期滿了，今日
是縫補有時；求主縫補我們家人間的關係。
主耶穌在經上要我們學祂心裡柔和謙卑，究竟柔和謙卑該怎樣表達
呢?
柔和的表達– 用心細意的解釋，務要聽的人能夠明白；且口說心禱告。
謙卑的聆聽– 明知對方所講的，是又慢又重複，也耐心地聆聽；且耳聽
心禱告。
我們要竭力為家人能以主耶穌為榜樣禱告，求神吩咐我的家人要有
基督的樣式、基督的心腸；更要收起指責人的指頭，讓我們一同為有嫌
隙的家人禱告。
讓我們同心禱告
柔和謙卑的主，求主在我們家人的相處中完全掌權，叫我們該以基督耶
穌的心為心。主啊，願我們有柔和的言語化解一切激烈的言詞，彼此接納代
替一切嫌隙，叫一家人在主的平安中生活；又願人人喜悅講和睦說話；縱有
意見不同的時候，也能夠看別人比自己強；不會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
的事。深願我們都能活出和平之子的樣式，在主的平安康泰中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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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記
日期

17/3(日)

18/3(一)

19/3(二)

20/3(三)

21/3(四)

22/3(五)

23/3(六)

經文

4:10-18

拉 1:1-11

拉 2:1-70

拉 3:1-13

拉 4:1-24

拉 5:1-17

拉 6:1-22

本週代禱事項
‧ 讚美操團隊將於 20/3（三）有福音聚會「開心講場」
，並 2/4（二）有「讚美
操五週年福音慶典」
，請記念福音工作順利進行，未信者能領受福音種子，讓
主的聖名彰顯。
‧ 中學文憑試（DSE）開始了，求主幫助全港四萬多考生有能力、智慧，又求
主加能賜力給我們教會的九位考生：陳峻鏗、陳思俊、陳達鴻、莊雅婷、李
婷慧、廖穎俊、廖詠詩、吳俊哲、姚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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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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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