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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識、生命

李玉蓮

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神賜予的，有些人活得長一些，有些人活得短一些。
可是，生命的長短都不是我們控制的，而現實中很多人都想盡辦法來「長命」
一些。同時，生命亦是獨一無二的，所以很多人亦都想盡辦法去「學習」將
生命貢獻，最重要的是每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死了一切都沒有了。你何時
會感覺到要珍惜生命呢？你認識生命又只有幾多呢？你又何時感覺幸福呢？
是主日是 2/5，對信徒來說是返教會崇拜的日子，對普通人來說是家庭
日。但對我來說是我女兒離世十年了，亦都是塔利班領袖「拉登」被美國海
豹部隊攻擊致死的日子。雖然兩單事件是風牛馬不相及的。但每次都令我想
起，有罪的人要受罰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對一個熱愛生命又正讀大學一年級
的女孩來說，父母對她充滿期望的前途……為何會被一場無情的火奪去她充
滿燦爛的生命呢？這令到認識我女兒的人傷心欲絕。雖然我不是每個主日可
以返崇拜，但我有奉獻、有參加祈禱會、有傳福音，這還不夠嗎？神呀！祢
究竟在哪裡，為甚麼祢不拯救她，這是否要懲罰我嗎？這些疑問已經一直困
擾我不經不覺已十年了。直至我看了一部電影《靈魂奇遇記》
，戲中的主角—
亞祖，他熱愛音樂、有夢想、有熱誠，一生只想加入紐約著名的 Jazz Club。
機會終於來了，卻不幸地發生了意外，他的靈魂去了「起點之前」
，這裡有
很多導師教「靈魂」學習很多技能，最重要找到「生命火花」先可以取得「地
球通行証」
，亞祖在過程中認識了「靈魂仔 22 號」
，他們曾經嘗試回到「地
球」
，最後都要返回「起點之前」
，因為他們找不到「生命火花」
。
「生命火花」
是甚麼？大家可以想一想，當然劇終時他們都找到「生命火花」重回「地球」
。
這部戲對生命有另一個見解，戲中亞祖講了一句說話令我十分感動，他
說：「只要活得精彩，每件事都盡力過，那怕生命的長或短。」還有另一幕
亞祖得到「地球通行証」
，但是他將這個「通行証」送給「靈魂仔 22 號」
，還
對他說：『你從來未見過「地球」
，從來未在「地球」生活過，我就樣樣都見
過，樣樣都試過，不如你去「地球」見識下。』
「靈魂仔 22 號」好感動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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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教會祈禱會於是主日下午 1:30 以 Zoom Cloud Meetings 進行，是次主題：
「賜我能力 - 稱讚法則」，同時亦開放禮堂供弟兄姊妹以 Zoom 一同參
與，鼓勵弟兄姊妹同心禱告！
2. 是主日兒童區大喜樂小組(小四至小六)恢復實體崇拜，時間為上午 10:0012:00 在柴灣堂幼兒園舉行。
3. 本堂已恢復三堂成人崇拜，因遵守限聚設限只能開放 3 成，故各堂崇拜
只容納 40 人參與，另特別安排開放午堂崇拜給新朋友，敬請弟兄姊妹於
辦公室時間內致電教會報名。另外，中堂崇拜時段同時亦有 Facebook 直
播。
4. 教會已恢復小組聚會場地使用，須由組長致電教會安排房間，每次期限
最長一個月，敬請弟兄姊妹於辦公室時間內致電教會。(以上安排需參照
當時「限聚令」及疫情變化。)
5. 鑒於過去兩週三堂主日崇拜均已爆滿，加上政府新的政策實施，教會在
崇拜上將有以下新安排：由 15/5(六)開始，增設週六崇拜，時間為下午
5:00-6:15，以緩衝疫情限聚下人數增加之狀況。凡參與週六崇拜者，敬

請弟兄姊妹於辦公室時間內致電教會報名。
6. 「先知的傳統與彌賽亞的預言」課程，於 16/6-14/7(三)晚上 8:00 以 Zoom
Cloud Meetings 進行，請弟兄姊妹於辦公室時間內致電教會報名。
7. 主日崇拜時，為減低互相接觸，故崇拜內暫取消收奉獻環節。歡迎奉獻者
於崇拜後，自動投入設於禮堂的奉獻箱內。如需要收條者，請填寫捐封並
放入奉獻箱內。(超過 100 元才會發收條)。
8.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170 位；青少年 13 位。
9. 上主日共收獻金$216,174。4 月獻金共$659,624。若肢體在兩週內仍未收
到收條，請向黃敏兒姊妹查詢。
10. 四月份祈禱會出席總人次為 115 位。

2021 年祈禱日營
主題：祈禱與靈命突破的關係
日期：5 月 19 日(三)
時間：上午 10:00 至下午 4:00(午餐 1.5 小時，自行安排)
地點：東貿禮堂(實體進行)
內容：1. 禱告的學習
2. 禱告中的發現與靈命突破
講員：林玉英牧師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或致電教會(電話：2896-5111)
截止報名日期：5 月 16 日(主日)
名額：50 位(額滿即止)
522 社區關懷服侍招募義工
教會將聯同東貿五間教會，彼此集合資源，齊心服侍柴灣區的基層家庭。
現正招募不同崗位的義工參加服侍。詳情已刊於報名表上。
日期：5 月 22 日(六)
集合時間：下午 1:00 (簡介會)
集合地點：東貿 12 樓
接待時間：下午 2:00 至 5:00
檢討及分享：下午 5:00 至 5:30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或致電教會(電話：2896-5111)
截止報名：5 月 18 日(二)
(……接封面)
受，便從天上一躍而下直落「地球」了。我看後十分感動，我回想女兒去到
天家的時候，她都會多謝天父賜給她有一個溫暖的家和朋友，還有她在世上
20 年的精彩生命、無悔、無憾。
其實我們總是不懂得珍惜眼前人，在未可預知的重逢裡，我們以為總會
重逢，總會有緣再會，總以為有機會說一聲對不起。卻從沒想過每一次揮手
道別，都可能是訣別。每一聲嘆息，都可能是人間最後的一聲嘆息。但我知
道我和女兒必會在天家重聚。

每日代禱資料
2/5 星期日
為世界禱告
 為印度疫情大爆發及持續不受控祈禱，當地連續多日單日新增案例超
過 30 多萬宗，總確診人數已逾 1800 萬，死亡個案達 20 萬宗。求神大
施憐憫，讓死者家屬得安慰，賜智慧給政府官員能有效控制疫情。
 特別為印度人的心靈禱告，他們在當地大部份是弱勢社群，求主使用
當地教會以物資援助大量貧窮人的緊急生活需要。
 為仍在印度服事的宣教士、救援組織祈禱，求神保護和幫助他們有智
慧安排各樣緊急援助。
3/5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施金可弟兄
 金可近日感覺心口痛及胸悶，懷疑有心血管疾病，已安排 5 月份在醫
院覆診，求主看顧，感恩公司暫時安排他不用返國內工作。
 母親林惠冷的安息禮拜已順利完成，唯自己及各弟兄姊妹仍然十分哀
傷和失落，求主賜下安慰讓家人能走出悲傷的陰霾。
 為小女兒子恩考 DSE 禱告，求主賜智慧及心裡有平安面對考試。
4/5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植浩文、楊美珠夫婦
 感恩夫婦二人已完成接種第二劑新冠疫苗，並且沒有不良反應。
 浩文的父親在疫情下未能返回內地，故與浩文同住已有一年多，感恩
這段日子能與父親共聚天倫。
5/5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謝善聰、林珍花夫婦
 求主憐憫讓疫情盡快過去，保守弟兄姊妹有平安。
 感恩夫婦二人身體健康並每天都有穩定祈禱生活。

6/5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謝達和、顧梅家庭
 達和的肩週炎已有半年多，導致膊頭疼痛，影響日常生活，求主醫治。
 感恩家中兒子家杰、家軒已適應恢復實體上課。
 求主保守家人身體健康。
7/5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王昌文、鄭維珍夫婦
 感謝主保守看顧我們一家得著平安健康。
 求主使疫情能夠早日過去，並保守受感染的人得醫治和康復，赦免世
人的罪。
8/5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芥菜種家庭(基道旺角堂、大角咀基全堂，大山小山國)
 預計 5 月中回到工場，請禱告記念這段時間在老家的分享工作，及與
家人相處的日子。
 請禱告記念我們連結了一班服侍 D 族的同路人，一起尋求發展網上事
工。
 芥太已見了皮膚科醫生，開始服藥和定期覆診，希望能徹底醫治。
 小芥皮膚一直有濕疹，抽了血做食物致敏原的測試，希望小芥的皮膚
也能好過來，不再影響睡眠。
 感恩在老家大小芥有更多機會嘗試不同的户外活動和運動，他們感到
非常開心和富挑戰性。求父繼續保守他們身心靈的成長。
主題經文：
「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
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撒迦利亞書4:6)
2021 年第二季《每日讀經釋義》馬太福音
日期
經文

2/5(日)
3/5(一)
21:33-46 22:1-22

4/5(二)
22:23-46

5/5(三)
23:1-12

6/5(四)
7/5(五)
23:13-39 24:1-14

8/5(六)
24:15-31

本週代禱事項
 為 15/5(六)增設週六晚堂崇拜禱告，因限聚三成聚會人數已爆滿，加上新
的措施需要全體人員打針後才可增加至五成，因此增設週六崇拜聚會，
求主感動弟兄姊妹協助和參與。
 為 19/5(三)祈禱日營禱告，願天父大施憐憫，幫助我們弟兄姊妹更明白祂
的心意。又為林玉英牧師禱告，好使她有從神而來的智慧，帶領柴堂的
弟兄姊妹，有美好與神相遇的時間。

兒青區聚會
2 歲半至六歲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中學生

主日：上午 11:45 至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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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