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雷雷弟兄

作為基督徒我們為什麼要禱告？從主耶穌教導門徒的禱告中（太 6:9-13），
就讓我們看到禱告的真正含義：
一. 禱告使我們更順服神的統治（v9-10,v13）
我們的父神是我們最好、最慈愛的父親，儘管我們是忘恩負義、悖逆的兒女，
只要我們投靠他，天父願意赦免我們，更是以豐盛的慈愛和憐憫來待他的兒
女們。因此我們可以坦然無懼的向他禱告。我們藉著禱告，同時也藉著神的
幫助，使我們一切的思想都歸在神的統治之下。其實，我們的禱告大部分都
是在自己有需要的時候，或遇到困難的時候，才來禱告求神幫助我們，滿足
我們的需要。神的心意本是要我們藉著禱告，使聖靈統治我們的心，學習如
何愛神所喜悅的，並恨惡神所厭惡的。最終將自己交託給神，順服神的掌權。
二. 禱告使我們更感謝神的供應和護理（v11）
神是顧念我們的，允許我們為自己的益處向他求的， 我們可以向神求身體
所需一切的日用所需，並且求神使我們可以天天平安的享用。神喜悅我們將
這些事交託給祂，投靠祂的護理，並且讓神來餵養和保守我們。但是，這是
有限的，透過“日用”和“今日”這兩個詞，神就告訴我們要有節制，因為
沒有限制的私慾，最終會導致我們犯罪。另外，現在我們生活的環境物質極
其豐盛，沒有人會為食物不夠吃而發愁，而是發愁太多食物該吃哪一樣，該
怎麼吃才好。雖然對於物質我們並不缺乏，但享用物質的能力也是來自於神
的賞賜。所以我們不但為著神的供應而感恩，也為著享用的能力而感恩。
三. 禱告使我們更加因著神給我們的恩典去恩待別人 (v12)
我們沒有一個人能靠自己還清罪債，是神讓我們藉著他在基督裡的憐憫，還
清了罪債。雖然我們已經蒙赦免，但是我們仍然有可能會犯罪。神提醒我們
藉著禱告警醒，並時常認罪，使我們毫無瑕疵的來到神面前。同時也藉著禱
告，可以完全不再記念別人對我們的虧欠。這提醒我們，作為一個已被赦免
的人，神要我們同樣的去赦免得罪我們的人。因為我們不再活在律法中，而
是活在恩典中。赦免別人也證明我們已經被赦免。
盼望透過禱告的操練，使我們可以更順服神的統治，更感謝神的供應和護
理，也更加因著神給我們的恩典去恩待別人。
上主日出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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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主日學 52 人

共 93 人

天恩華人長老會
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主後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對福音有信心
對肢體有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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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時十五分粵語崇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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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家事分享

1. 大使命:恩雨之聲 最新制作的八集電視「馬丁路德宗教改革 500 年之
旅」即將播出。節目從柏林出發，遍遊德國和瑞士各地，講述了宗教改
革的前因後果和重大意義。大家可以在恩雨之聲網站和 YouTube 上觀
看。願神賜福，願神使用，讓我們信得明白！
2. 同性婚姻立法
政府希望能在聖誕節前夕通過同性婚姻法案，同時也
會擬定宗教自由法案，求神掌管這些法案的進程，使得我們在這個黑暗
時代還有宗教言論的自由，可以自由的傳講神的福音，也愿神憐憫這個
國家的子民，使得他們看到他們的悖逆，願意悔改歸向神。
3. 主日學老師
隨著教會的發展，不論是國語堂還是粵語堂都需要更多
的兒童主日學老師，求神加添人手，興起更多的弟兄姐妹願意參與到當
中的事奉。
4. 聖誕外展
本週六（12 2 ）粵語堂將舉行聖誕外展活動，在籌備的
最後階段，求神加力量和智慧給籌備和參與的弟兄姐妹，使得他們可以
藉著這次外展可以經歷神的大能，也愿他們能結識更多的朋友，將神的
福音帶給他們，也愿將一切榮耀讚美歸給神！
特別需要：
1. 胡雷寶玲姊妹在家休養，求主保守並讓胡克儉弟兄及家人有足夠的精神
及體力照顧胡太，賜一家平安。
2. 求神繼續保守趙不亢長老父親的身體狀況，並賜趙長老更多分享福音的
機會。
3. 為身體欠安的肢體：羅承香姊妹、陳素珊傳道、李小容姊妹、李印生姊
妹和在香港的謝宏光弟兄等；為長期因身體軟弱而未能參加崇拜的肢
體胡克儉弟兄、胡雷寶玲姊妹和莫何鳳仙姊妹代禱。

月 日

建堂奉獻進度表 (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

實收奉獻
$56,181

進度表(至

預算支出
$60,000

經常費奉獻

年 11 月 21 日)

上週獻金

差距
-$3,819(-6.4%)

中文大使命

（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

$47,152
實收奉獻
$486,653
$10,978 實收奉獻
$60,000
$10,096 奉獻目標
預算支出
$474,519
-$12,848(-21%)
+$12,134(+2.6%)
+$882
(+8.7%)
差距
差距
教會賬戶名稱: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銀行:Westpac Bank
建堂帳戶:032-000 206603 經常費帳戶:032-000 274948 大使命帳戶:032-000 206611
【本月獻花】羅安牧師 林羽莊 & family Sandy Au Esther & Graham
Gregory Yan 夫婦
Amy Xu & John Su Cynthia Chan May & Hung Lo
朱潤坤、朱王惠英夫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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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份聯合月禱會 將於本週五（12 月 1 日）晚上 7:45 在第一禮堂舉
行，敬請弟兄姊妹盡可能參加禱告事奉。
2. 聖誕聚餐
聖誕日（12 月 25 日）（週一）聯合崇拜及洗禮結束後將有聖
誕聚餐，成人每位$10，2 至 12 歲兒童每位$5，憑票入座，名額有限，組員
可向組牧報名，未入組的朋友可於是日午膳或晚膳時間到禮堂售票處預定
餐券。
3. 年終感恩
是日繼續進行年終感恩奉獻，並隨週刊附上奉獻封，如有年
終感恩的意願，請放入獻金後投入奉獻袋即可，而未用的感恩奉獻封亦請
放回奉獻袋或交回司事檯以便循環使用。如欲網上電子轉帳，請注明作
Thanksgiving 用，教會經常費帳號已刊登於週刊。
4. 聖誕頌歌夜
「一同慶賀耶穌基督的誕生」將於 12 月 2 日（本週六）晚
上 7:00 在本會第一禮堂舉行。粵語為主，內容包括有特別節目，音樂表演
等，會後供應茶點，費用全免，歡迎邀請新朋友參加。
5. 「天恩與邦尼里堂合拼」諮詢會 Hawkesbury 區會委派郭子龍牧師及何
威民牧師就「天恩與邦尼里堂合拼」事宜在本會作諮詢，現定於是日下午
1:30 於二樓第三課室舉行。有興趣瞭解詳情及表達意見的會眾們歡迎出席
參與。
6. 新年獻花
2018 年之主日獻花歡迎參與，請自選月份並通知組牧及繳
交獻花金，每份$30，尚未入組的會友，請到辦公室登記。
7. 同工放假
辦公室主任尹蔡霞珮姊妹放長期服務假、鄧子揚傳道放年假
至 12 月 1 日（本週五）
。
8. 粵語培訓課程 「初信栽培」及「新約縱覽」繼續上課，敬請學員依時出
席。查詢:盧偉民長老。
1.

馬太福音 5:17-48

講道大綱：正直的艱難
引言：
一.我們行事為人必須正直 (vv.17-20)

二.但人會只追求表面正直 (vv.21-37)

三.軟弱應當促使人尋求神 (vv.38-48)

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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