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華人長老會

郭子龍牧師
我除了認識一些時常失眠的朋友外，自己亦偶爾會有失眠的情況，你也
會這樣嗎？我們很多時都因著對某些事情或某些人的困擾而寢不安席。
如果你也是這樣的話，會不會在讀到一些如詩篇 4:8「我必安然躺下睡
覺，因為獨有你－耶和華使我安然居住。」的時候感到困惑呢？你會否
覺得當一個人面對著各種不安的時候，怎樣能夠仍然安心下來睡覺呢？
詩人是否只是如此說說而已，並非他真正能夠如此呢？還是他找到什麼
秘密，所以才能如此呢？其實要像他如此雖然並非易事，但卻並非因著
什麼的秘密，而是因為他對神的認識。
要像詩人這樣要有四個適當的態度：
1. 接受生命的混亂—我們每天都有每天的憂慮（馬太福音 6:34），我們
沒有多大的能力去改變這個現實的。我們越想支配我們身邊的人、環
境等事情的時候，便會越感到精疲力竭及大失所望。我們要有責任地
及有智慧地生活，但要知道我們不能掌控一切的。
2. 知道世界的規律—我們剛剛才說及要接受生命的混亂，但同時間亦要
知道世界是有規律的（使徒行傳 17:26）。混亂意味著我們的迷惘，但
神卻掌握一切，所有的“混亂”絕對不會令神覺得驚訝。
3. 相信上帝的美善—神不單是全能及掌管一切，祂亦把最美好的加給祂
的兒女們（馬太福音 6:26-32, 7:9-11）。我們的生命其實是被一位又全
能又愛人的神承托著的。

下

4. 注意屬靈的追求—我們很容易在面臨挑戰時把屬靈追求放 ，把心思
意念都放在那些難題裡。其實困境應當讓我們被提醒，更多的去親近
神。在禱告中信靠祂，在聖經裡聆聽祂，在與肢體間的團契中經歷
祂。
我們越來越能夠懂得這幾點的話，便會越來越懂得讓神來掌控，不會因
為自己無力掌控而寢不安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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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區有關心

「因聽說你對眾聖徒的愛心，和你對主耶穌的信心。願你與人分享信心的時候，能產
生功效，讓人知道我們所行的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做的。」腓利門書 5-6 (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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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家事分享

同工主日工作安排 郭子龍牧師是日到邦尼里堂證道及主持聖餐，下
午返回力勤。
2. 家庭營
中文堂擬于 2 月 17 日至 19 日（週五至日）組織退修營活動。
營地地點在 4 East Kiama Ocean St, Kiama 2533。大家可以從网址（http://
Eastsbeach.com.au）查看營地的詳情。從 Liverpool 開車大約一個半小時路
程。營會時間是周五下午入營，周日中午返回。目前還有余額可以報名。
歡迎大家踊躍參加。
3. 「生命之道」查經課程 「詩篇 I」將於 3 月 14 日（週二）開課至 5
月 16 日（共 8 堂）（4 月 18 日及 4 月 25 日停課），逢週二晚上 7:45—
9:45 於本會第一禮堂舉行，為方便統籌和編組，有意參加者請從速向辦
公室或 https://www.cgst.edu/hk/cht/WolCourses/index/au 報名。
4. 恩道基督協會將舉辦 <<2017 年雪梨華人基督徒 聖經專題講道會>>，主
題: 紛亂歪謬時代中的「惟獨聖經」，由朱光華牧師粵語主講。地點:
聖公會聖安妮教會 St. Annes Ryde Anglican Church, 42 Church Street，
Ryde。培靈會及講道日的詳情請參閱海報。
講道大綱：「當向眾人行善」
加 6:1-10
1.

1. 大使命:中國少數民族
滿族，是中國第二大少數民族，人口有
1200 多萬，有七成從未聽聞福音，目前有一萬多人歸主。求神堅固
這一萬多名滿族基督徒的信心，在他們當中興起信徒領袖，使他們
剛強壯膽，向自己的同胞傳揚福音。
2. 實習神學生
感謝神這學年有三名神學生在我們教會實習，長
老宗神學院派回來兩名天恩會友文慶輝長老及何偉賢弟兄，以及澳
神派來，說普通話的孫雷雷弟兄。求神讓他們在實習期間有祂的同
在，帶領他們將來的侍奉方向及為此作好準備。亦祈禱神讓肢體們
懂得愛護及支持他們。
3. 新一年度教會小組
祈求神讓教會各區的小組重開時得著祂的
賜福，讓各小組成為祂的器皿，好使組員們能夠在當中有團契，
得以互相認識及關懷。並且求神讓還未參加小組的肢體們能夠尋
找適合他們的小組。同時，為組牧及小組中有各樣不同的侍奉的
肢體們向神獻上感恩。
4. 撒母耳記下講道系列
祈求神讓講員們得到祂的光照，讓聖靈通
過經文打動他們的心，被祂使用，讓會眾聆聽祂的話語時能夠被祂
改變，活出榮耀祂的生命。
特別需要：
1. 祈求天父給智慧和恩典為教會家庭營的報名、活動、膳食、接觸
新朋友、交通有好的安排；祈求合適的天氣和安全。
2. 為李小兵弟兄回家照顧親人，求主加力量讓他們有美好的團契。
3. 感恩：為陳文輝姊妹康復感恩，求主繼續保守憐憫，又為他大女
兒仍未信主禱告求主施恩讓主的恩典臨到這家庭。
4. 為大部分回鄉探親的弟兄姊妹感恩，他們已經平安回到悉尼，求
主繼續使用和保守他們。
5. 感恩天父我們在圖書館的聯繫，使我們在那裏的工作可以開展，
求主賜智慧和膽量去接觸那裏的人，求主施恩給他們。
6. 祈求天父為中文堂預備兒童主日學的老師和教材，讓參加的兒童
從小認識真理，按照上帝的心意而生活。

引言：

一.屬靈上對人行善 (vv.1-5)

二.肉體上對人行善 (vv.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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