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華人長老會

楊家聲長老

「所有帶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華面前過約但河，等他趕出他的仇敵......
如今你們口中所說出的，只管去行，為你們的婦人孩子造城，為你們的羊群
壘圈。」民 32:21-24
有個故事，說到有個商人旅行到一個海邊的小鎮，見到一個漁夫釣了幾條肥
大的黃鰭吞拿魚，商人對那漁夫說：「這幾條肥大的吞拿魚，一定很值錢，
你用了多少時間去捕捉？」漁夫說：「只是少許時間。」商人接著說：「那
麼一天餘下來的時間，你會怎麼用？」漁夫說：「通常我會遲一點起床，與
孩子玩耍，跟著同太太到市中心喝咖啡，逛逛市集，然後買菜回家一同煮晚
餐，晚上有空便找朋友喝啤酒、聊聊天。」那商人聽後便急不及待的建議說：
「你為何不用多一點時間釣魚，釣多一些，賣了錢後，就買一條大船，那麼
你便可捕捉更多的魚獲，之後，你便可請多些工人為你工作，魚獲更多的時
候，你便可避開中介公司，直接將魚賣去魚市場，從而獲更多的利潤，跟著
你便可將公司上市，之後便會成為百萬富翁。」漁夫問：「這樣做，要多少
時間？」商人說：「要 15 至 20 年。」漁夫再問他：「之後又怎樣？」他說：
「之後，你便是上市公司的主席，你可遲一點起床，與你的小孩玩玩，下午
與你的太太逛逛公司，然後去喝咖啡，晚上可一家人共進晚餐，或找你的朋
友喝喝酒、聊聊天！」漁夫聽後，很迷惘地回答說：「這些生活，我現在已
過著啦！」
回想以上的故事，我們時常亦會像這個商人一樣，追求一些我們以為很有意
義的事物，在忙碌的生活及工作上，漸漸迷失了自己，忘記了神要我們在生
活和工作上應有的優先次序。正如經文說，當以色列的兩個支派，要求摩西
準許他們留在約旦河東富庶之地，而不進入應許之地時，摩西雖然答應，但
卻斥責他們只能看到眼前物質短暫的好處，而忘掉了神賜給他們美好的應
許之地，沒有聽神的教導，沒有專心的跟隨神。在這裏，摩西指出生命的付
出，是有優先的次序。神、家庭、朋友、工作和事業是有先後、有輕重的，
當中關係的建立也很重要，物質和錢財只不過是建立這些關係的僕人，不能
本末倒置。故此，我們不應混淆或倒轉生命上行事的重要性和應有的次序。
讓我們反思今天我們所忙的是什麼和為什麼，從而讓我們看到神給予我們
在生命上的真正責任和使命，以致我們能按祂的心意，定下人生的正確方向
和生命所應付出的優先次序！
上主日出席人數

普通話 成人 106 粵語 11 時 成人 171 粵語 5 成人 66 Bonnyrigg 成人 25 共 368 人
崇拜 小童 6 崇拜 小童 5 時崇拜 小童— 普通話崇拜 小童 2 共 13 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6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2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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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主日學 41 人

共 75 人

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主後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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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nyrigg 堂 普 通 話 崇 拜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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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引以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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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Address ： 36-40 James Street, Lidcombe, N.S.W. 2141, Australia
Bonnyrigg 堂地址 Address ： 14-16 Bibbys Place, Bonnyrigg, N.S.W. 2177,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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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任 Office Administrator ： Mrs. Phebe Wan 尹太
辦公時間 Office hour ： 週二至週五 Tue-Fri 9:30am-6: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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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1. 大使命:遠東廣播站
近期因為極端天氣，位于斯裏蘭卡的廣播發射
器被閃電擊毀，造成對印度南部的廣播中斷。尚不知維修設備的進口需
要多久，且維修資金尚未解決。請大家為廣播站的侍奉禱告，求主加添
廣播站同工智慧和勇氣，早日度過難關。
2. 中學會考放榜
本年度中學會考成績將於本週四（14 日）發放，求神
讓考生及父母們有從神而來的平安，並懂得全然依靠神。
3. 邦尼里國語聖誕外展
祈求神讓籌備工作順利完成，並且感動還未信
主的親戚朋友及鄰近的居民到時出席，好讓我們能夠認識他們，並且讓
他們有聽見福音的機會。

特別需要：
1. 求主引領我們繼續實行大使命，如何支持宣教士和支援宣教工場及有智慧
地運用我們的資源，與宣教工場互相配搭。
2. 求主賜黃先生夫婦，謝偉雄弟兄智慧，讓他們明白聖經的教導，聖禮包括
洗禮和聖餐，堅定他們的信心，憑相信主耶穌基督為他們所成就的救恩，
仰望創始成終的上帝。
3. 求主看顧黃先生夫婦的孫兒陽陽，已安排本月 19 日最合適做手術，求主讓
陽陽得到醫治健康成長。
4. 求主看顧身體軟弱有病痛的弟兄姊妹，讓他們得到安慰与醫治。特別記念
Jack 弟兄，郭宗翰弟兄，陳桂光弟兄，陳文輝姊妹，廖小玉姊妹，Sandra
姊妹，宋真姊妹，鐘美麗姊妹和 Tina 姊妹的健康，也記念沒有提名的。為
已經得到醫治的弟兄姊妹獻上感恩，求主繼續保守看顧他們。
5. 為我們未信的家人和相遇的人禱告，求主施恩典憐憫，讓他們也可得著這
寶貴的救恩，賜給我們智慧如何向他們傳揚福音，以言行一致活出真理，
為我們的信仰作美好的見證。
6. 求主恩待為生活，健康，面對考試，辦理移民手續和工作有壓力的弟兄姊
妹禱告: 求主加添他們的力量去面對前面的困難，信靠上帝，把握上帝所
賜下的應許，憑信心去活出主的教訓，也願意捨己，背負十字架去跟從主
耶穌。
7. 求主使用教會在 16 日舉行的聖誕外展晚會，加添力勤普通話堂弟兄姊妹
力量，去委身和服侍，一同見證榮耀上帝，讓我們一同彼此學習，擴展上
帝的國。
8. 為教會將來的發展禱告，等候仰望上帝的時間，求主賜下智慧和能力去處
理這件事。
9. 求主興起更多的主日學同工，讓有子女參加崇拜的弟兄姊妹安心，可以同
心祈禱唱詩敬拜，專心聽道和行道，經歷上帝的同在。
[註：你想請教會為你禱告的事項可告訴霍添炳教士（0411 786 218 ）或王旭姊妹
（0430 325 988），我們彼此服侍一同經歷上帝奇妙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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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今天中午有午餐，請弟兄姊妹參加，彼此分享不只食物和生活事情，更
分享靈性的心得和互相鼓勵。
2. 16 日舉行聖誕外展晚會，鼓勵弟兄姊妹邀請親戚、朋友、同事來參加。
3. 25 日（週一）聖誕節上午 10:00 在力勤總部將有聯合崇拜及洗禮，一同
慶祝主耶穌基督誕生，歡迎弟兄姊妹邀請親友出席觀禮。聯合崇拜及洗
禮結束後將有聖誕聚餐，餐券已售罄，敬希已購票的弟兄姊妹於當日謹
記攜帶餐券出席因屆時憑票入座。
4. 有攜同小孩或幼兒的家長請注意，讓小朋友一同在崇拜中敬拜唱詩歌
后才回班房上主日學，如有必要請家長陪同小朋友上課。
5. 宣教雜誌書刊，福音單張，放在進入大堂內左手邊書架上，隨便取閱或
轉贈有需要的人。
6. 鼓勵兩三個人為一個禱告小組，為彼此的需要禱告。
1.

馬太福音 6:1-18

講道大綱：引以自豪
引言：

一.人想在別人的面前能夠引以自豪 (vv.1-6, 16-18)

二.人想在神的面前亦能夠引以自豪 (vv.7-13)

三.不肯原諒人是由於想能引以自豪 (vv.14-15)

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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