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華人長老會

陳萬程教士

創世記五章記錄了亞當到挪亞共十代的人。生與死是這一章聖經的重點，生與死
就是人的命運，是虛空的命運。死亡是因為亞當夏娃犯了罪，虛空是因為犯罪墮
落的人失去了神造他們的原本旨意和目的。
雖然人努力要擺脱這受咒詛的命運，從農業發展到建造業和畜牧業，又發展岀音
樂，彈琴吹簫，又再發展出製造業，打造各様的銅鐵利器，可以保護自己。這些
發展可以使人更有安全感，更好的人生享受，更大的保障能力。但人類還是沒法
掙脫這生與死的命運，也沒法改變虛空的命運。隨後神見人在地上罪大惡極，終
日所想的盡都是惡。神後悔造人在地上，要將所造的人和其他造物除滅。然而在
這十代人中我們也看到神憐憫的心腸，在那黑暗墮落的人類中，打開了一扇恩典
的門，使人看到黑暗中的曙光，為人類留下了轉變命運的信息。
亞當夏娃犯罪後，神預告了神拯救人類的安排。創 3:15「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
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
的腳跟。」
亞伯被殺後，神為亞當另立一個兒子塞特代替亞伯，成了義人後代的延續。塞特
生以挪士，那時人恢復了求告耶和華的名。就是重新轉回到神面前來求告神。
到了創世記五章，我們進一步看到義人的生活，在以諾身上延續並實現。以諾活
了三百六十五歲，是十代人中最短命的一代，但他的生命卻是最有意義的，因為
他能與神同行三百年。與神同行說明他活在與神的相交生活中，他的人生和神息
息相關。經文中說他並且生兒養女，就是說他在「俗務」中，仍然保持和神之間
緊密的關係。最終以諾不像其他人一樣死去，是神把他接去。以諾被神接去，顯
示了重要的真理：長命不是最大的福分。最大的福分是能一生興神同行，最終被
神接去。
人類仍然在犯罪墮落的洪流中，神心中憂傷，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都從地上除
滅。然而神保留了挪亞，他是個義人，在邪惡的世代中，他是個完全人，與神同
行。在神審判毀滅世界的時候，吩咐挪亞造方舟，並且一家八口進入方舟，成了
藉着水得救的人。
今天讓我們看看我們所在的世代，在撒但的策動下，罪惡橫流，人性墮落。雖科
技一日千里，卻沒法為世界帶來真正和平。醫術和醫藥的不斷突破，卻沒有減少
疾病和死亡。經濟理論持續出爐，卻沒法消滅經濟危機和消除貧窮。教育水準不
住的提高，未能抑制人性的墮落，人仍然活在死和虛空下。脫離死和虛空的路，
在於回轉到神面前求吿神如同塞特和以挪士；在於保持一生與神同行，與神有
親密相交如同以諾；在於因信過義的生活和尊行神旨意如同挪亞。這樣人生就
不再只是一個「生與死」和「虛空」，乃是擺脫人類死亡的宿命，重拾有意義的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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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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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使命:中信宣教士
請大家紀念在澳門侍奉的郭麗思宣教士，目前除
了參與「宣信教育中心」的家長小組，她還要安排石排灣的福音工作，並
將開拓關懷婦女的事工。求主繼續賜福石排灣的福音事工，願郭麗思宣教
士帶領更多的人歸主。
2. 國語堂退修會
感謝主，國語堂退修會已於週三圓滿舉行，在當中弟
兄姐妹齊聚一堂，加深了彼此關係，也更加認識神所教導的，大家都在其
中受益匪淺，愿神將我們學到的，活在我們的生命當中，並且運用在教會
事奉和每日的生活當中 。
3. 邦尼里事工
自 5 月 1 日（週二）起將在邦尼里堂舉辦國語的「尋覓
人生」的課程，求神在當中帶領整個課程，使得他們可以聽得明白，也求
神使得他們可以堅持來到當中一同的分享，也願神使祂施恩憐憫的人可
以認識祂，改變他們的生命，成為神的兒女 。
特別需要：
特別需要：
1. 求主堅固剛洗禮的孫弟兄，涂姊妹，王姊妹和賈弟兄等人，求主保守他們
在真道上紮根和追求.委身於基督和教會，明白上帝交託他們的使命。加
添他們服侍的恩賜，去榮神益人。
2. 求主使用音樂親子樂园 Mainly Music Play group 在 5 月 9 日(週三)上午十
時至十一時半在教會正式開展，求主引領家長和小孩子來參加。讓他們藉
著音樂，聖經故事這些活動認識真理，与主相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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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在世上短暫的物質需要:求主恩待為生活，健康，學業，辦理移民手續，
做生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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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求主加添我們力量去面對世界上的誘惑，我們內心的私慾和貪念，為正在
罪惡中掙扎的弟兄姊妹求主幫助和憐憫，讓他們在各種的捆鎖中，生活上
毫無意義上，被釋放解救出來得到自由。
6.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在外地旅遊及回國探親的弟兄姊妹，路途平安，身心舒
暢，經歷上帝的恩待和看顧。
7. 為普通話「尋覓人生」的外展活動禱告，此活動將於 5 月 1 日(週二)上午
11:30 至下午 1:30 舉辦，求主預備事奉的人員和尋找真理的人，讓參與的
人都蒙恩蒙福。
8. 為 5 月 19 日(週六)中午參與市政府在 Bonnyrigg Bunker Park 的活動，求主
賜下智慧和資源藉著這個活動，讓這地區的人可以來到教會，接觸真理，
認識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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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大家預備身心靈在 5 月 4 日(週五)晚上參加在教會舉行的月禱會，
一同讚美，感恩，認罪悔改。祈求去經歷上帝看顧保守的恩典。
2. 中午有午餐，請弟兄姊妹一同參與和分享。
3. 5 月 6 日(下主日)教會舉行愛宴 和生日會，請弟兄姊妹帶備一道餸菜
回來共同慶祝和分享。
4. 5 月 1 日(週二)太極健身操後，
尋覓人生的外展活動, 歡迎弟兄姊妹邀
請親戚鄰舍來參加。
5. 宣教雜誌書刊，福音單張，在進入大堂內左手邊書架上。
6. 鼓勵兩三個人為一個禱告小組。
1.

講道大綱：门徒的生命
引言

太 16:21-28

：

一. 看到基督的国度

二.順服上帝的心意

三.甘愿舍己的生命

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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