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華人長老會
郭子龍牧師
世界上每個哲學或宗教體系都會問這兩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1. 什麼是人類最大的問題？
2. 這問題有何解決辦法？
我們從創世記頭幾章裡已經能看到問題的答案。
首先，人類最大的問題並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人類從伊甸園開始
便想能夠自主，不願意跟隨從外而來的指引。當人竭力追求自主的時
候，「自己」就成為最重要的東西、「自己」的意見或做法一定最好、
「自己」的需求是優先的。這些行為及思想都是人類追求自主的表現，
並且因此帶來人跟人，甚至群體跟群體間的磨擦以及關係的破裂。整
本聖經的頭幾章已經讓我們看見人類因此而有各種接踵而來的罪惡
表現。不單如此，我們更看見人犯罪的情況只會越來越差，甚至「終
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人類本身是無能力從這樣的景況自拔的。
雖然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看起來並不樂觀，聖經其實在第二個問題的答
案中提供了莫大的希望。亞當及夏娃在伊甸園墮入罪惡後，雖然要面
對懲罰，神仍應許有一位「女人的後裔」最終會徹底把罪惡打敗。並
且，神在洪水中把地上的罪惡除掉時，仍然恩待一些並非完全的人，
並且主動地安排拯救他們的一切所需。創世記中神恩典的紀錄其實只
是個開端，整本聖經，從舊約到新約都清楚顯示人的無能為力以及神
的恩典及大能的拯救。人一次又一次的犯錯，神卻一次又一次的饒恕
及拯救。
所以，雖然人類最大問題是自己無力挪開的軟弱及罪惡，引致世界上
的苦況，神的恩典及寬恕讓人從中可以得著出路。但問題的出路卻並
非可以靠自己能夠得到的，唯有靠神才有辦法得以解決。讓我們一同
跟隨神，每天逐漸地被祂改變，把榮耀都歸於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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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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F 宣教士 吳松德、郭健夫婦從 2017 年開始在日本北海道侍
奉，感謝天父賜給他們勇氣帶著幼子去福音的硬土侍奉，願神保守他們全
家的平安和健康，看顧他們的日語學習，求神開他們的心，看見衪奇妙的
作為和帶領。
2. 中美貿易戰
感謝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周六在
布宜諾斯艾利斯進行了會談後，宣布貿易戰暫時「停火」。雙方同意明年
一月起不再互相加徵額外的關稅，又同意繼續保持對話及安排更多會談，
想辦法解決貿易問題。祈求神繼續帶領，好使世界各國民生不會受到影響。
3. 悉尼眾教會場地問題
有些教會場地不足，泊車位也不夠；有些教會地
方充足卻人數寥寥可數；其他有些租用公立學校的教會最近更面對越來
越多的難處，很多的學校都對他們諸多限制；有些教會正面臨被間接迫遷
的景況。祈求神賜眾教會智慧及能力，好使祂的國度繼續在這地得以增長。
特別需要：
1. 為李小兵弟兄康復和將會化療清除癌細胞禱告，求主加添他的力量和預備
好心態去面對化療會有的副作用，經歷上帝奇妙的作為。
2. 求主賜新來的朋友明白上帝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讓我們生命更生，信靠
順服耶穌基督。
3. 求主保守在海外或正預備遠行的弟兄姊妹旅途平安，讓他們常常喜樂與主
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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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兵弟兄，赵文生弟兄，郭宗翰弟兄，陳桂
光弟兄，王濱香姊妹和陳文輝姊妹的健康，也記念沒有提名的。為已經得
到醫治和康復的弟兄姊妹獻上感恩求主繼續保守看顧他們。
5. 求主恩待和使用兒童音樂樂園事工，讓這事工成為別人的祝福，求主帶領
附近家庭來參加。求主興起更多參與這事工的人，一同服侍。
6. 求主施恩給弟兄姊妹，在困難中得幫助，被捆綁的得釋放，憂傷的得安慰，
在黑暗中的得到光明和指引，迷惘的被你引領。讓我們經歷在基督裏天父
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和力量，在尋求人生的方向時，明白上帝的
心意，願意順服跟從。
7. 求主帶領如何發展教會這個地方，選擇一個合神心意的方案和設計，用以
廣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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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中午有午膳，請各位留下來一同分享在主裏的愛。
月份生日的弟兄姊妹有 Wincy 及 Jacob。
請各位參與的同工留意 12 日(週三)早上舉行的兒童樂園是今年最後一
次活動。
4. 聖誕日 25 日(週二)上午 10 時將於力勤總部舉行聯合崇拜及洗禮，鼓勵
弟兄姊妹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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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為慶祝本會立堂二十週年，將於明年 3 月 3 日（主日）晚上 6:00 假囍鳳
臺酒樓 (Rhodes) 舉行感恩晚宴，成人每位$50，2 至 12 歲兒童每位$25，
餐券於是日開始售賣，查詢 :霍添炳教士。
6. 鼓勵兩三個人組成一個禱告小組，為彼此的需要禱告。
講道大綱: 信守誓盟
創 8:1-9:17
1.
2. 12
3.

引言:

1. 神所賜的永約就是祂所定的規則

8:1-5,17-18; 9:1-7

2. 神提供的永約正能拯救無力的人

8:6-16

3. 人得著了永約的恩典後應懂回應

8:20-22; 9:8-17

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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