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華人長老會

文慶輝傳道
農曆新年剛剛過去，相信大家都會趁著這喜慶日子，一家團聚，彼此慶
祝，歡度佳節。當人們興高采烈地迎接新的一年，其實意味著靜靜地送
走舊的一年。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送舊迎新，往往代表著把舊有、不
好的送走，並期望帶來新的改變，迎來好的將來。俗語說: 「年廿八洗
邋遢（大掃除）。」過年前，我們總喜歡把家裡打掃得乾乾淨淨。這傳
統不也是想把骯髒、殘舊、沒用的東西清理乾淨，好去迎接新一年的到
來嗎？小時候家境雖不富有，但記得媽媽總是會預備一套新衣服，給我
和哥哥過年穿上，然後高高興興過年。這正好反映了中國人的習俗，很
想用一個新的面貌，去迎接美好的將來，希望明天會更好，在新的一年，
有新的進步，一年好過一年，一年比一年進步。
「送舊迎新」的觀念對作為基督徒的我們來說，其實也息息相關。我們
知道我們的舊人本是罪的奴僕，在罪的管轄之下不能自我，更不能自
拔，不應做的偏偏去做，應該做的却不去做。我們不斷作惡，得罪神更
傷害人。但因著主耶穌基督的救贖，使我們從罪中釋放出來，得以與神
和好。藉著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代贖，我們的罪得到赦免，我們的舊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同死、同埋葬。又藉著基督的復活，賜與我們新的
生命、新的盼望。現在的我們，已經在基督裡成為一個新造的人，舊事
已過，罪已經不能在我們的生命作王，我們新生命的掌權者，變成耶穌
基督了。就正如保羅所說: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
已過，都變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
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林後 5:17-18）。
「送罪迎新」，這一切都是出於神的恩典。藉著基督，他把我們的罪送
走，讓我們可以在基督裏，迎接新的生命。但願在這新的一年，大家不
單單除去外表舊的物質，而是除去內裏舊我的生命，以致我們能活出一
個真真正正見證主耶穌的生命，把握機會去榮耀傳揚祂的名，將這位
「送罪迎新」的神與人分享，勸人與他和好，讓人真的可以「送舊迎新」，
認識耶穌並得著新的生命。
上主日出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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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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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大使命:中國白族 主要居住在雲南大理，人口 190 萬，估計現在大約
有 5 萬名信徒，主要居住在鄉村和山區。請記念這些信徒，求神賜下聖
靈的能力給他們向族人傳福音，也求神揀選所有的白族人得救歸在主的
名下。
2. 大學校園事工
踏入三月，各大學將會陸續開學，為大學生們的學習和
適應禱告，同時亦求神打開大學校園事工的門，讓福音的種子生根發芽，
求神安排工人，預備人心，讓大學成為福音前線基地，為主發光。更為
文慶輝傳道在大學校園事工的服侍代禱，求神賜智慧與能力，讓他可以
接觸與服侍大學生，把福音傳給他們。
特別需要：
1. 求主恩待陳萬程教士，他生病接受治療，求主賜下康復的恩典及加力給
他的親人去照顧看護弟兄的需要。
2. 求主激勵弟兄姊妹使用他們參與服侍的機會，為正在安排的 4 月 7 日的
復活節外展活動，求主帶領預備和籌備的工作。
3. 求主賜給我們智慧在 4 月 7 日如何服侍在物質和心靈上有需要的人，他
們的文化與生長的地方，過去的經歷和我們不一樣，嘗試跨文化的宣教，
讓我們經歷和體驗上帝的工作，福音如何一步一步傳遍萬國萬民。
4. 為在世上短暫健康的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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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記念趙文生弟兄，郭宗翰弟兄，陳桂光弟兄，
陳文輝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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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天國永恆的福氣:求主施恩給我們未信的家人和相遇的人如楊影弟
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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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在世上短暫的物質需要:求主恩待為生活、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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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將來的發展，等候仰望上帝的時間，求主賜下智慧和能力去處理
將來要發展的計劃。
8. 感恩梁懿英姊妹今天分享她在中國訪宣的經歷，見證上帝奇妙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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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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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本會將於 3 月 11 日下午 1:00 舉行會友大會，敬希弟兄姊妹依時出席。
新一屆值理接受提名，截止日期為 3 月 4 日（下主日）。查詢：霍添炳
教士。
3. 請留意復活節外展活動改為 4 月 7 日（週六）下午二時開始。
4. 今天教會弟兄姊妹有預備午膳，讓大家一同參與和分享。
5. 由華傳，團契遊樂園及本會合辦「榮耀同行、破繭更新」，將於 3 月 23
及 24 日在力勤總部和中央浸信會舉行聚會。詳情參閱海報。
6. 「澳神」2018 年第一學期延伸神學課程「啟示錄」及「神學導論」現已
開始接受報名，報名表格可於學院網站下載。詳情請參閱單張海報。
7. 宣教雜誌書刊，福音單張，在進入大堂內左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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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鼓勵兩三個人為一個禱告小組，為彼此的需要禱告。
1.
2.

太 12:22-50

講道大綱：誓不兩立
引言：

一. 其實沒有可能保持中立 (vv.22-37)

二. 要懂得如良禽擇木而棲 (vv.38-45)

三. 在衝突中要向基督學習 (vv.46-50)

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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