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朝發長老
「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
而還有人疑惑。」 馬太福音 28:16- 17
耶穌復活以後，離世升天之前，在加利利的一個山上，與十一個門徒有一個
重要的約會，並且差派他們去使萬民作門徒，這就是我們熟悉的大使命。但
在耶穌差遣門徒去履行大使命之前，馬太卻記載在門徒當中，仍然有人對耶
穌有疑惑，這是一個令人費解的情況。
十一個門徒與耶穌同行三年，見證許多神蹟奇事，目睹耶穌被捉拿、受苦
待、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後復活。雖然是如此，當中有門徒對耶穌仍然存
有疑惑。在英文聖經的翻譯，門徒是眾數- “but some doubted”，亦即是說
有多人存有疑惑。聖經沒有交代清楚，是指那幾個門徒呢？而他們心裏有甚
麼疑惑？但無論如何，他們的疑惑，並沒有成為對相信耶穌的障礙，因為他
們尊祂為主，並跪拜祂。雖然門徒的信心並非完全純正，耶穌還是接納他
們，更將普世福音的重要任務，委託他們，並且答應常常與他們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
門徒存有疑惑、不信，在聖經其他的地方，都有記載。當中最少包括猶大、
彼得、多馬等。耶穌雖然知道門徒內心的想法，但他仍然為衆門徒洗腳，與
他們一起吃最後的晚餐，復活以後在不同的場合，向他們顯然，安慰他們。
面對門徒的軟弱、缺點、疑惑、不信，耶穌總是以寬容、接納和信任的態度
去回應。
有好多時候，慕道的朋友都會說：「我仍然有好多疑問，所以不能相信耶
穌。」今天這段經文提醒我們，我們並不需要解決一切的疑問才去信耶穌，
信心和疑惑是可以共存的。如果最認識耶穌的門徒，在信仰上仍然有疑惑，
何況是我們呢？
已經信主的弟兄姊妹，可能你在信仰上也有一些不能解答的問題，不要為此
而感到苦惱、自卑，更不要看為信心軟弱的表現。我們可以坦誠地表達心中
的疑惑，並且以積極的態度去處理，尋找答案。我們的疑惑，耶穌是知道
的，祂會體恤和接納我們的情況。
我們如何看待那些在信仰上有疑惑的信徒呢？我們可能會好緊張，希望盡快
去糾正他們的看法，甚至對他們的信任，在事工上的參與，都會有保留。
認識耶穌是一個旅程，有疑惑，是正常的。讓我們學習以耶穌的心懷， 去接
納自己，也接納其他人，並給予信任和成長的空間，相信神會按時候，在各
人生命中作轉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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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 目前《聖經》翻譯本只涵蓋全球 10%的語
言，其餘 90%的語言仍在進行翻譯工作。感謝主，近日南蘇丹完成了克利
科語的聖經全譯本。這是第 1000 種語言的全譯本。請大家在禱告中紀念那
些把自己獻給主的威克理夫翻譯家們。
2. 教牧同工就職
感謝神，為天恩增加孫雷雷傳道和何偉賢義務傳道兩位
教牧同工，求神使用他們，賜給他們能力、智慧和愛心，成為神賜福的管
道，使神的子民得著福氣。
3. 新年願望
感謝神帶領教會進入新的一年，求神繼續賜福天恩教會，使教
會能夠在真理和福音的教導上忠心，並賜給我們每一個人在生活當中有信
靠的力量，也有將神話語行出來的能力，也求神使我們在基督裡各個方面
得以成長。
特別需要：
1. 為李小兵弟兄化療清除癌細胞禱告, 求主加添力量使他在第二次的化療后
可以適應和恢復。求神繼續看顧保守弟兄，讓他的信心成為別人的祝福。
2. 求主賜新來的朋友智慧，能夠明白上帝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 讓我們生命
被更新, 信靠順服耶穌基督。
3. 為前兩週新來教會的姜志成先生一家禱告，他的女兒剛剛生了一個男孩，
求主保守孩子和媽媽的健康，也賜力量給姜先生能照顧好他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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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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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求主賜下智慧和亮光如何安排 2019 年的各項事工和活動。
【註：你想請教會為你禱告的事項可告訴孫雷雷傳道（0421-9988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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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中午有愛宴，請各位留下來一同分享在主裏的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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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孫雷雷傳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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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大能
帖前一章
1.
2.

引言:

1.

福音大有能力地臨到人

2.

福音的大能轉化人的生命

3.

福音的大能透過人傳遞出去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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