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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林前六 20）。我們要特別注意這節經文的先後次序：因為我
們「是」，所以「要」 ― 我們是神用極重代價買贖回來的，
是屬祂的 ― 這是「身份」，所以要用生命來榮耀祂 ― 這是
「表現」。換句話說：我們的身份和價值決定我們的表現，不
是由表現決定身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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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的價值觀是：有出色的表現，你就是個重要人物；所
以許多人窮一生為了「出人頭地」、被人重視，不斷地向上爬，
證明自己是「可以」的。以至於基督徒也會落在這網羅中，以
好行為、好事奉、好見證，來「證明」自己的價值，更可憐的
是，有些做父母的有意無意把這價值觀活了出來，做兒女的總
要拿好成績、有好表現才是個好孩子，這樣要靠表現來鞏固地
位，永遠不會有安全感，也永遠不會認識到自己的身份，因為
我們的身份不是靠表現來證明的，就好像我們是我們父母的孩
子，不是因為我們長得像父母，不是因為我們的個性像父母，
也不是因為我們的行為像父母，甚至可能都不是因為我們與父
母的血緣（父母收養或屬靈上的父母），而是因為我們與父母
本身存在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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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我們的身份已經在基督裡被確立，換句話說我們已經
被神救贖成為祂的兒女，所以我們不需要靠行為來維持我們與
神的關係，也不需要靠表現來證明我們的身份，而是因為我們
本身身份的改變，自然而然的帶來了行為的改變，也就是說我
們不是需要證明什麼？而是因著神的恩典我們被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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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大使命:逐家文字布道會 今年是馬拉西亞聖經神學院 40 周年慶典，
該院將於 7 月舉行“全球宣教.新趨勢與策略”研討會，並計劃為建設新
教學樓募集 800 萬馬幣。請大家為學院禱告，求主眷顧他們的籌備和計劃。
2. 南北韓和平 本週已經趨於和平的半島局勢突然發生變故，訂於週三的
高級首腦會晤臨時取消，再次呈現出劍拔弩張的局勢，求神施恩憐憫兩國
的百姓，使得他們本已看見盼望的心不要因此而失去，也求神使兩國的首
腦願意放下成見和敵對的態度，也求神挪去那些人為的因素，使得半島局
勢再次被改變，回到本有的和平局勢。
3. 親子樂園事工
感謝神，使天恩的 Lidcombe 和 Bonnyrigg 兩地都有親
子樂園模式的外展事工，隨著事工的發展，越來越需要有更多的弟兄姐妹
來支持和幫助，求神興起更多的弟兄姐妹願意參與當中，也求神使用這個
事工，使得更多的父母因著參與到當中的時候，可以認識教會，最終可以
認識神 。
特別需要：
特別需要：
1.

1. 感恩音樂親子樂园 Music Play group 在 16 日(週三)上午 10:00 至 11:30 在教
會正式公開活動，有兩個新的家庭參加，求主賜下更多的家庭來參加。讓他
們藉著音樂，聖經故事這些活動認識真理，与主相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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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的恩待和看顧感恩平安回來的弟兄姊妹求主繼續使用他們去服侍。
6. 為 19 日(週六)下午 3:30 至晚上 8:00 參與市政府在 Bonnyrigg Bunker Park 的
活動感恩，讓我們可以將教會和福音介紹給來參與的人，也求主使用所派發
的福音單張，讓人們思考和參與，也可以來到教會接觸真理,認識上帝。
7. 為 22 日(週二)上午 11:30 至中午 1:30 普通話“尋覓人生 的外展活動禱告，
求主繼續恩待
人來參加，求主
事 的人 和尋 真理的人，讓參與
的人
恩 福。

”
引領
預備 奉 員 找
都蒙 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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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有弟兄姊妹預備午膳，請各位留下來一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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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通知我們以便做好預備的工作。
3. 宣教雜誌書刊，福音單張，在進入大堂內左手邊書架上，隨便取閱或轉
贈有需要的人。
4. 鼓勵兩三個人為一個禱告小組，為彼此的需要禱告。
1.
2. 22

講道大綱：
講道大綱：人的憂愁

太 17:14-27

引言：

一. 要作神的工，唯有信靠神

二. 難道大難前，就只能憂愁？

三. 身處兩難時，見證奇妙作為！

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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