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三十塊錢」

（第１３期）
梁鳳芯

去年這日子，有網上時裝雜誌刊登了一則這樣的文章「如果不想被人出
賣，一定要避開以下五種“朋友”！」
（註 1）當中提到如果不想被人出賣，
有些人是需要避開的，其中包括所謂「偽君子」，就是那些表面無害，其實
背後充滿機心的人，和那些喜歡「過橋抽板」的人，意思是當人與人的關係
出現利益時，關係就變成利益至上了。
我們深信主耶穌基督愛世上每一個人，當然也愛出賣祂的猶大。在馬太
福音 26:14-16，猶大以「三十塊錢」出賣耶穌給祭司集團。相信在猶大的心
裡，正如以上文章所說，他就是那個表面無害但其實充滿機心和利益至上的
人。究竟有什麼因素形成他這樣呢？在路加福音 22:3 說：
「撒但入了那稱為
加略人猶大的心…」弟兄姊妹，我們能否察覺到撒但已經進入了我們的心呢？
究竟這「三十塊錢」價值又是多少呢？從馬太福音 27:3-10 猶大的死的
段落中知道，祭司長拿了這「三十塊錢」買了窯戶的一塊田，用來埋葬外鄉
人，那塊田稱為「血田」
。其實「三十」這個定價，是祭司長集體商議後得
出來的，而這個貪財的猶大，就為了這「三十塊錢」而將主耶穌出賣。弟兄
姊妹，耶穌在我們的心中是怎樣的價值呢？
弟兄姊妹，或許我們常說猶大是如何的貪財、虛偽和卑鄙，但請我們也
緊記：當我們只顧用一隻手指指向別人時，請不要忘記，同時自己也有三隻
手指正在指向自己啊！
「三十塊錢」就是 4 月 15 至 18 日（星期一至四，下午一時或晚上八
時） 聖週祈禱會和 4 月 19 日（星期五，晚上七時）受苦節默想會的主題，
盼望以默念和抄寫經文、並禱告和體驗來重新默想和省察自己的生命，鼓勵
大家能抽空出席。弟兄姊妹，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們走上這十架路、釘身和受
苦，我們還是仍著緊和吝嗇這個默想時間嗎？還是我們看這個時間有如「三
十塊錢」之寶貴而足以將主耶穌出賣呢？求主憐憫我們。
註 1：https://bit.ly/2Yq71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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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林家賢牧師是主日往海南堂證道。
2. 因清明節關係，駕駛私家車的會友請預早時間，免受塞車之累。
3. 教會祈禱會於 4/4(四)下午 1:00 及 7/4(下主日) 下午 1:30 舉行，鼓勵弟
兄姊妹同心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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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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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14 位；青少年 23 位；兒童 50 位。
7. 上主日共收獻金 $142,207.70。本月至今獻金共 $593,453.60。若肢體在兩
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林慧儀姊妹查詢。
8. 林志文牧師於 31/3-4/4 放假。

2019 年 4 月份教會祈禱會
日期
時間
4/4(四)
下午 1:00
7/4(日)
下午 1:30
下午 1:00
15-18/4(一至四)
晚上 8:00
逢星期日
上午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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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保羅的禱告
保羅的禱告
聖週祈禱會 – 「三十塊錢」
教會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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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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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發紀念禮拜堂副主任牧師；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基督教靈修指導高級文憑」；
經常帶領區會同工、 教會弟兄姊妹作靜修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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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簡報：2019 年 2 月份
經常費
差傳基金
幼兒園教育基金
事工發展基金
購堂基金
慈惠基金
神學生專款
青年廣場事工
發展基金
植堂基金
總數：

本月收入
本月支出
本月結算 本年度結存 基金總結
467,772.30 420,019.78
47,752.52 (83,232.17)
85,500.00
70,825.00
14,675.00 (48,012.10) (48,336.91)
6,400.00
9,367.86 (2,967.86) (50,291.26)
98,631.04
23,500.00
0.00
23,500.00
71,624.10 3,248,980.10
19,220.00
0.00
19,220.00
192,520.00 2,221,673.29
14,500.00
6,000.00
8,500.00
26,470.00 486,100.00
7,200.00
0.00
7,200.00
18,900.00 138,453.00
38,400.00
51,900.00
714,392.30

30,947.67
29,248.80
566,409.11

7,452.33
22,651.20
147,983.19

25,480.52 (684,914.62)
20,345.62
20,345.62
173,804.71 5,480,931.52

崇拜溫馨提示
崇拜意義在一起敬拜，這是合宜的，因神配得我們的敬拜；以心靈和誠
實（spirit and truth）的敬拜更是神所喜悅的！在整個崇拜中，神是臨在的
（presence），因此，我們又焉可輕慢！
為使參加崇拜者更專心，故請留意以下提示：
1. 崇拜開始前，請先將手提電話關掉，讓大家能夠專心敬拜神。
2. 崇拜開始前三分鐘，請安靜在座位上，不宜再作交談，大家都要預備
心靈來敬拜神。
3. 敬拜讚美開始後，遲到者需於接待處敬拜讚美，待主席讚美祈禱後，
才可進入禮堂。(教會只提供少量椅子給有需要人士)
4. 讀經開始後，遲到者請在接待處崇拜，不再有人進入禮堂；或選擇出
席下一堂崇拜。
5. 在崇拜期間，使用洗手間後，請就座於接待處繼續崇拜，不宜再進入
禮堂。
6. 在崇拜期間，請保持安靜，幫助大家專心敬拜神。
7. 參與主日的事奉者，請先敬拜，後事奉。

會外消息
2019 年每月讀經專題講座
主辦：香港讀經會
日期：12/4、3/5、14/6 (五)
／
時間：晚上 7:15 至 9:00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旺角弼街 56 號基督教大樓二樓禮堂)
費用：$20(即場繳交，《每日讀經釋義》讀者憑書內或 app 中贈券免費入座)
查詢：2369-3384
網址：www.hksu.org.hk/bibleseminer
日期
講員
內容
楊文立牧師
豐富創意的真理
12/4
(宣道會荃灣堂特約教牧)
《以西結書》研讀 (一)
戴浩輝牧師
堵塞破口的守望者
3/5
(信義宗神學院舊約教授)
《以西結書》研讀 (二)
陳偉迦牧師
教會的起始
14/6
(建道神學院聖經系助理教授)
《詩篇》在《使徒行傳》中的引用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
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約 15:5】
教會鼓勵弟兄姊妹運用《讓我得自由》強健心靈祈禱手冊，以神的話語與
神結連，在生活實踐上更深經歷神的同在。

感謝神！讓我罪得赦免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裡了。」約翰一書 1:8
親愛的天父，祢就是光，在祢毫無黑暗，求祢此刻光照我、監察我的內心，
讓我能看見自己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求真理的聖靈此刻感動我的心，
讓我能真正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天父啊，求祢幫助我不要
「找藉口」犯罪，也不要掩飾自己的過錯，把責任推卸在別人身上；以致我
仍被罪纏繞著，自己還不知道。主啊，我不要像昔日夏娃一樣「找藉口」犯
罪。求主叫我不再被罪蒙蔽，要看見真相；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免得
講多了，反被仇敵有機可乘。求主保守我的心，引導我走在正路上。感謝主，
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認罪禱告中，以下是一個常犯的錯誤：
「神啊，我曾經憎恨人，說了謊話，又不肯饒恕
人……；神啊，祢是滿有憐憫的神，求祢赦免我的
罪。奉主名求，阿們。」
在以上的認罪禱告中，
只有把自己所犯的罪陳列在神面前，沒有承認犯
了罪！

認罪的重點是：
「神啊，我犯了……這些罪，
我承認我錯了，
我得罪了神，又得罪了人，
求主赦免我的罪，領我可以悔改歸正。」



行到邊、祈到邊



求主幫助我，
叫我曉得為罪、為義、審判，
自己責備自己。
禱告經文和內容節錄於以勒基金《「讓我得自由」強健心靈祈禱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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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狀彷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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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讀經釋義》西番雅書、以西結書
日期

31/3(日)

經文 番 3:1-20

1/4(一)
結 1:1-14

2/4(二)

3/4(三)

4/4(四)

5/4(五)

結 1:15-28 結 2:1-17 結 2:8-3:3 結 3:4-15

6/4(六)
結 3:16-27

本週代禱事項
‧ 讚美操團隊將於 2/4(二)有「讚美操五週年福音慶典」
，請記念各參與者能
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願神在人心裡動善工，叫榮耀稱讚歸與神。
‧ 呂彩頌姊妹父親唐潤洽弟兄之安息禮拜於 2/4(二)晚上 8:00 在九龍殯儀館舉
行，求主安慰她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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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