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華人長老會

鄧子揚傳道

你有你所屬的小組嗎？如果有的話，相信小組暑假也開始了吧！有沒有想過
放假時怎樣關心其他組員，互相保持聯繫呢？若你是小組組長，進入小組年
終假期，你會否感覺像遇上海難，好不容易終於游到陸地，拖著無力的身驅
倒在沙灘上，心裡禱告感激上帝讓你依然生還？滿腦子想著要休息、要放鬆
和要盡情去玩！
休息的確是很重要的，也是得以長久服事的關鍵之一，但肢體們在假期間中
的生命，仍然值得我們關注。因為沒有了去參與小組規律，往往會發生的是
靈命的倒退：禱告少了、讀經也少了、抵擋試探的能力也薄弱了，甚至有些
組員也懶得去教會了。我們當如何推動疲累的自己，有智慧地關懷假日中的
肢體呢？
保羅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
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
捨己。」（加 2:20）縱然你靈裡好像精疲力竭，已無力去愛，但保羅提醒我
們主的愛，祂愛你並為你獻上祂一切；就像你為主服事弟兄姊妹，為眾人得
益處而擺上自己，現在疲乏無力。你不需要太過介懷成果，當為到你能像基
督的樣式，在祂的善工中努力而喜樂，因你與主同為神的國盡心，就常在祂
的愛裡（約 15:10）。
既然你為神努力，也當對祂有信心，正如保羅說：「我們行善，不可喪志；
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加 6:9）。上帝知曉萬事，萬事亦有祂的安
排和心意在其中，所以你不必太過重視成果而灰心喪志，以致你遠離事奉。
像農夫辛勤勞苦，到了神的時候就要收成，而當中神所要你的生命經百煉、
過千錘，為的要使你得成長。所以，你行善是好的！假期間不要停止去愛肢
體。
然而，假期有甚麼好提議可做呢？第一，既然是放假期間，跳出小組模式，
一起遠遊、四處吃喝、上山下水、卡啦 OK、扮鬼扮馬等，都不失為有趣又
能增進感情的活動；第二，與志同道合的肢體們，尋找有趣合適的屬靈書籍，
並約好暢讀後，一起摸著茶或咖啡杯大談見解，彼此在真道中造就，預備行
各樣的善事；第三，利用假期關心組長及其家人，以行動和愛心鼓勵他們（甚
至彼此認罪），並表示感謝他們一年間的勞苦，好讓他們心靈得著安慰，能
夠為基督的身體繼續邁步。以上只是我的一些提議，大家不妨錦上添花，為
的是讓神賜我們的節日假期，不像是外面的公司關門放假冷清清，而是藉著
這時機，繼續讓神的愛充滿你和你的小組。
上主日出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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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主後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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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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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家事分享

1. 大使命:中信宣教士 請大家記念在 Penrith 侍奉的王玉海夫婦，求主親
自感動新朋友能參加教會聚會，進一步認識主耶穌。求聖靈感動教會的
肢體和同工在福音事工和跟進新朋友有更加火熱的心。求主耶穌基督
保守讓他們用生命敬拜主、生活贊美主，榮耀歸主名。
2. 邦尼里聖誕外展 感謝神！保守昨晚的外展得以順利完成！求神賜當
中努力服事的肢體們有喜樂和休息，又求神賜福到來參與的人，讓他們
對教會和基督的福音有開放的心，願意繼續認識和追求。
3. 為奉獻感恩
感謝神這一年在財政需要上，賜教會有足夠的保守和供
應，使各事工得以順利進行，仍求主繼續賜福建堂和大使命所需，讓眾
人一起見證主恩信實 。
4. 假期出遊平安
假日期間，眾多弟兄姊妹紛紛外出渡假，求神保守肢
體們外出時有平安和健康，並且在靈性上有充足的休息和更新，準備明
年在主恩中服事 。
特別需要：
12
因身體不適入院，求主醫治。
1. 胡雷寶玲姊妹於上
2. 黃達康弟兄於 9 日因身體不適入院，現已出院並證實無大礙，但仍需跟
進檢查，求主保守。
3. 趙不亢長老一家已返港探望父親，求主繼續賜分享福音的機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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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莫何鳳仙姊妹因身體軟弱而長期未能
參加崇拜代禱。

週二（ 日）

建堂奉獻進度表 (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

實收奉獻
$64,960

進度表

預算支出
$66,000

經常費奉獻
(至 2017 年 12 月 12 日)

差距
-$1,040(-1.6%)

$517,898
$504,808
+$13,090(+2.6%)

上週獻金

$10,129
$10,096
+$33 (+0.3%)

馬太福音 7:1-12

講道大綱：天國子民交往的原則
引言：
一.天國子民不要論斷人

中文大使命

（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

$50,792
實收奉獻
$66,000
奉獻目標
-$15,2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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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e Jun & Jee Cheung
黃志雄夫婦 林天全夫婦 Amy Xu & John Su Ong Ha’s Family
朱潤坤、朱王惠英夫婦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同工工作安排 鄧子揚傳道是日到 Bonnyrigg 證道，柏吉慶傳道是日到長
老會寶活堂證道，文慶輝傳道是日外出探訪兒童院，下午返回。
2. 聖誕日崇拜 25 日(週一)上午 10:00 將有聯合崇拜及洗禮，歡迎弟兄姊妹
邀請親友出席觀禮。
3. 聖誕日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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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午膳
因廚房要預備聖誕聚餐，膳食組將於下主日供應雞肉卷作為午
膳和晚膳。每份$3.5，大小同價。
5. 靈修材料
台灣校園書房出版了《每日活水》作為每日靈修材料，它以每
月一本的形式發放，價格是每年$100（共 12 本），如果感興趣的弟兄姐妹請
向林彩民教士（Vicky Lin）諮詢和訂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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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愛護教會物業、節省資源
敬請會友們在使用教會的設施後要把它們整
理一下，不要把它們隨便掉下不理。離開前關閉所有門戶和啟動保安系統，
並為節省能源請確保空調及電燈已關上。
8. 教會清潔
為保持教會清潔及防止蟲鼠滋生，請勿在行政樓及二樓課室範
圍內遺留剩餘的食物或垃圾，廚房的垃圾桶蓋應時刻蓋上，謝謝合作。
1.

二.論斷人就是假冒為善

三.要向神禱告，祈求作不論斷人的天國子民

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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