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華人長老會

鄧子揚傳道

今次牧聲文章，是翻譯和改編自《
GoThereFor.com》兩週前 Rachel Macdonald
寫的一篇文章。
「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有他母親與他母親的姊妹
⋯ ⋯ 耶穌見母親和他所愛
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他母親說：『母親，看，你的兒子！』又對那門徒說：
『看，你的母親！』從此那門徒就接她到自己家裏去了。」（約 19:25-27）
大多數我所認識的基督徒，都會被使徒行傳 2:43-47 的教會情景嚇怕，因為當時
「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
人」（徒
2:44-45）。比照今天的教會，我們會自我安慰說「當時的背景與今天
不同」，又說「今天有強積金和
Medicare，不用再像當時那樣了」。然而，從
耶穌死那天起，約翰便接耶穌的母親到自己的家，照顧她。若是今天，所謂「相
見好，同住難」，恐怕我們會為她安排入住老人院了！
其實，我們在教會生活中也習慣了「規規矩矩」，保持友好距離，禮貌地彼此
問候，為查經的需要代禱等，但甚少真的踏出去，為彼此作出重大犧牲。我們
懼怕被騙，受委屈（林前 6:7），我們忽略了彼此以「存着歡喜、誠實的心」（徒
2:46）相待和接納。可能我們都需要暫停下來，靜心細想，看看神放在我們身
邊的人和事。我們需要為了他們，鬆開我們所執著的財富產業，撥出自己抓緊
的時間和心力嗎？事實是，神更希望看見我們之間，有更多真摯又深厚的感情
和關係。
我想到約翰的家人，他們對馬利亞的遷入，會有甚麼反應呢？很明顯，約翰不
只是家庭經濟上有犧牲，也不只是家裡的空間變小了，還有各人的情緒空間也
變得狹窄了。我不認為主耶穌將母親託付給約翰時，祂的意思是「請給我母親
一個角落睡覺，給她吃你們所剩下飯菜，有空看她一眼就夠了」。所有母親都
值得人尊敬和歌頌，值得人花時間聆聽和愛護的。耶穌既是神的兒子，也必會
要求約翰這樣行。
難道馬利亞自己沒有兒女來照顧她麼？從一次馬利亞和耶穌的兄弟來找尋耶
穌看來（太
12:46-50），她自己是有兒女可依靠的。不過，誰是祂的母親和弟
12:50））
兄呢？（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太
主耶穌親自將母親託付了約翰，約翰就便將她接到自己家裡一直照顧。顯然，
這不是說基督徒就一定要接人到家裡來照顧。
這裡的重點不是接人（甚至寡婦）到家裡，以表示敬虔，而是我們彼此在教會
中，有否按照主的命令，實實在在地，本著愛心去營造與人的感情和關係？到
一天，當你落難失意時，你第一個會去尋找的人，是教會內的弟兄姊妹？還是
別人？
我們既因基督的恩典，已經成了永恆中的伙伴，但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是要刻意
營造的，是要花時間和心思的，過程是需要有智慧和神開路的，盼望你因順從
祂，能體會到伙伴間彼此承擔和愛護的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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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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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大使命:神州華傳 為應對宣教士的老齡化，華傳將於 11 月在泰國清邁舉
行青年營會，主題是「啟動生命力 3.0」。願主興起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宣
教，使宣教異像傳遞出去，跨文化宣教事工得以在本土及海外紮根與傳
承，将神的國度被拓展。
2. 朝鮮半島再現和平
感謝聆聽禱告的神!讓朝韓地區從國與國之間關係
緊張，演變至近期朝鮮不斷與鄰國釋出善意，眾人都驚嘆這美好的發展。
求神繼續保守，使當地信徒有平安，福音能夠不斷地廣傳。
特別需要：
特別需要：
1. 感恩音樂親子樂园 Mainly Music Play group 在 2 日(上週三)上午 10:0011:30 在教會開展試辦活動，有家長小孩參加，求主賜下智慧如何去推動，
如何去邀請新朋友來參加，繼續引領已經參加的家長和小孩子。讓他們藉
著音樂，聖經故事這些活動認識真理，与主相遇。這事工將於學校上課時
期的每週星期三上午舉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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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輝姊妹和鐘
美麗姊妹的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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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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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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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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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為普通話「尋覓人生」的外展活動感恩，此活動已於 1 日(週二)上午 11:30
至下午 1:30 開始舉辦，求主接續為 8 日(下週二) 的活動，預備事奉的人
員和尋找真理的人，讓參與的人都蒙恩蒙福。
7. 為 19 日(週六)中午 3:30 至晚上 8:00 參與市政府在 Bonnyrigg Bunker Park
的活動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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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求主恩待我們在 13 日(週日)舉行聖餐聖禮，讓我們在聖餐中紀念主耶穌
為我們所做的贖罪代價，預備好自己的身心靈，再次提醒自己及檢討自己
與上帝的關係，認罪悔改與上帝復和，常常與主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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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日(週五)晚上參加在教會舉行的查經班，一同
分享上帝的話語和如何去實行，去經歷又真又活的上帝。
2. 中午有愛宴和生日會，請弟兄姊妹一同慶祝分享。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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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親戚鄰舍來參加。

宣教雜誌書刊，福音單張，在進入大堂內左手邊書架上。
5. 鼓勵兩三個人為一個禱告小組。
4.

講道大綱：界線對談

約 4:1-30

引言：

一. 跨越界線

二.打開偏見

三.調轉生命

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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