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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４期）
時代覺醒，順服基督

林家賢

「彎曲悖謬的世代」，彎曲不單指路途崎嶇難行，實際的意思是指到道
德上的扭曲和敗壞。接二連三的虐兒案件，一個接一個的家暴在社會中被揭
發，這些家庭成為了香港人茶餘飯後的話題。有的在討論孩子父母的不是，
有的在討論學校的通報機制漏洞。無論如何，我們都生活在這「彎曲悖謬的
世代」。
「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
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腓 2:15)
昔日，保羅提醒腓立比教會的信徒，要順服上帝，行在神的心意之中，
就可以誠實無偽（純真無邪）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今日，如何可以純真無邪
順服基督呢？天父爸爸怎樣看現今社會的問題？怎樣看家庭暴力？我們如
何在這些社會問題上，把上帝的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呢？
早前一個美國電視節目，當中提到有關家暴問題。一群喜歡駕駛哈利電
單車的朋友，志同道合地走在一起，卻因一次協助被虐打的婦女和孩子；專
門協助有家暴問題的家庭成為了他們的使命。他們發起了一個組織，幫助被
虐者可以重過新生。當中大多數的施暴者為男性，因此這個組織除了協助被
虐的婦女和兒童即時離開被虐的處境外，更會在他們的住所外紮營，輪流露
宿保護受虐者。節目訪問一名曾被家暴的孩子，現在已經長大，她亦參與了
該組織，協助其他的家暴者走出陰霾。
節目雖然沒有提到他們是否基督徒，但他們所作的，就是跟我們相信和
認識的真理相同。誡命中提到：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說：
『要愛人如己。』」在現今「彎曲悖謬的世代」讓我們認真讀好
神的話，順服地遵行並實踐出上帝的吩咐，把無可能的成為可能。

核心價值：我們是委身相愛、生命更新、薪火相傳、見證基督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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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董美琴牧師是主日往小西灣堂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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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祈禱會於是主日下午 1:30 在東貿禮堂舉行，鼓勵弟兄姊妹同心禱
告！
4. 「2019 年每月讀經專題」講座於 12/4(五)晚上 7:15 在中華基督教會望
覺堂舉行(旺角弼街 56 號基督教大樓二樓禮堂)。
5. 「價值觀重整」課程於 14/4-19/5(主日)上午 11:45-下午 1:15 在東貿 1-2
號房舉行。請在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
6. 原定 27/4(六)舉行之「非凡家長」講座因趙錦德牧師有事要回加拿大，故
需要取消，補堂日期待定，稍後公佈。其餘講座日期不變(即 11/5、22/6、
20/7 及 17/8)，敬請留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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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277 位；青少年 22 位；兒童 44 位。
9. 上主日共收獻金 $75,730.80。3 月份共收獻金 $669,184.40。若肢體在兩
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林慧儀姊妹查詢。
10. 董美琴牧師於 11-30/4 往雪梨靜修及放假。
11. 三月份祈禱會出席總人次為 10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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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崇敬拜第二季訓練招募組員
培育兒童區的小孩子從小學習事奉神，於未來牧區成為兒崇敬拜隊的帶領
者，實踐生命的敬拜。
內容：認識聖樂文化、培靈、唱詩歌的技巧、音律、音準
日期：12/5、9/6、14/7 (主日) 共 3 堂
時間：下午 12:15 至 1:15
地點：柴灣堂幼兒園
導師：伍偉基傳道 (以琳之泉使團敬拜傳道)
對象：小一至小六對唱詩歌、打拍子、敲擊樂有興趣者
名額：20 位 (額滿即止，先到先得，以交回條作實)
費用：免費 (必須出席三堂)
截止報名：21/4 (主日)
報名：請致電 2896-5111 聯絡兒童區同工郭珮珊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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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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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能傾心吐意到主前
「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耶和華啊，祢的慈愛永遠長存！求祢不要離
棄祢手所造的。」詩篇 138:8
主啊，感謝祢，祢是為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基督，在一切事情的起點
和終結上，主都完全掌權。主啊，但我很多時候因為不懂得將事情的「開始」
、
「過程」和「終結」都交給祢，以致在過程中因覺得無助而產生沮喪。主啊，
感謝祢，讓我明白將事情的開始，交託給祢，在過程中不斷尋求祢的帶領，
更可將事情的結果仰望祢的成就和得勝。求神幫助我在生活中每一件事情上
都經歷祢的引領，見証祢是為我成全諸事的神。感謝主，奉主耶穌基督聖名
求，阿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是我們的阿爸父，我們既是祂的子女，
就要與天父建立密切的關係，
更要凡事奉主的名來到天父的寶座前；
不但向天父禱告，
更要在天父面前傾心吐意，
把一切大事小事全告訴祂。

學習每天起床，
都要在心中對天父、
對主耶穌、對聖靈
說聲「早晨」， 才下床開始一天的工作。



行到邊、祈到邊



感謝主憐憫我，垂聽我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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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二季《每日讀經釋義》以西結書
日期

7/4(日)

8/4(一)

9/4(二)

10/4(三)

11/4(四)

12/4(五)

13/4(六)

經文

4:1-17

5:1-17

6:1-14

7:1-27

8:1-18

9:1-11

10:1-22

本週代禱事項
‧ 董美琴牧師與陸秀嫻姊妹於 11/4 往雪梨靜修及墨爾本旅遊，求主祝福她們
能與神有親密的建立，亦有健康的體魄！
‧ 從四月起，在第一及第三主日，下午 1:30-2:30 有教會祈禱會，求主吸引我
們多為教會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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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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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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