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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總是以寛容、接納和信任的態度
去回應。
有好多時候，慕道的朋友都會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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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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家事分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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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友徐黃文歡已續漸康復，求主繼續醫治，
並讓其家人能安排好時間及有足夠
體力照顧她。
2. 求主保守胡雷寶玲姊妹的健康，並讓胡克儉弟兄及王胡嘉坤一家有足夠的精
神及體力照顧胡太，並賜他們一家平安。
3. 為身體欠安的肢體：羅承香姊妹、陳素珊傳道、李小容姊妹、李印生姊妹和在
香港的謝宏光弟兄等；為莫何鳳仙姊妹因身體軟弱而長期未能參加崇拜代
禱。
建堂奉獻進度表 (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

$65,853

進度表

(至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經常費奉獻
2018 年 12 月 31 日)

$567,610
$676,000
-$108,390(-16%)

$66,000

上週獻金
$9,902
$13,000
-$3,098(-23.8%)

-$147(-0.22%)

$55,769
$67,375
-$11,606(-17.2%)

教會賬戶名稱: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銀行:Westpac Bank
建堂帳戶:032-000 206603 經常費帳戶:032-000 274948 大使命帳戶:032-000 206611

【本月獻花】 Sandy Au
Cindy Mo

Victor Law Graham & Esther Yip
Erie Tong Ann Dam
Wallace, Janet & Andre 林羽莊& Family 陳錦珍
黃志雄夫婦 陳景鵬夫婦 簡意峰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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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罪中所以需要新生命

1. 人因為死在

中文大使命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實收奉獻
奉獻目標
差距
（至

國語堂婚戀課程 已於上週五晚上 7.30 舉行，本課程旨在使得弟兄姐妹
知道聖經所教導的婚姻觀，並且如何在生活中應用，請弟兄姐妹預留時間
參加，查詢:林彩民教士（Vicky）
2.中學/兒童主日學
放暑假至 2 月 3 日復課。放假期間，敬請各家長鼓勵
貴子弟參加中文或英文的主日崇拜。
3.中神「生命之道」課程 「腓立比書」將於 3 月 12 日至 5 月 7 日(4 月 23
日停課)在本會授課，逢週二晚上 7:45-9:45 上課。現正接受網上報名
www.cgst.edu。截止報名日期為本月 29 日。
4.堂慶感恩晚宴
為慶祝本會立堂二十週年，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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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弟兄姊妹們自由組合成 12 人一桌。如欲團購的單位，可收
集款項後存入銀行 (銀行:Westpac, 教會賬戶名稱: 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帳戶:032-000 206638) 或預備支票，將收據及報上總
人數到辦公室後，餐券將會容後交上；未入組的朋友可於辦公室購票。
5.同工放假
鄧子揚傳道放年假至 27 日。
6.教會清潔
為保持教會清潔及防止蟲鼠滋生，請切勿在教會內有地毯的
地方進食，及勿在行政樓及二樓課室的垃圾桶內丟棄剩餘的食物垃圾，謝
謝各位合作。
7.愛護教會物業及資源
敬請會友們在使用教會的設施後要把他們整理
一下，不要把它們隨便掉下不理。並緊記離開前要確保空調及電燈已關上、
並緊記離開前要確保空調及電燈已關上、
關閉所有門戶和啟動保安系統。
關閉所有門戶和啟動保安系統。
講道大綱：聖經神學系列：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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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 5:1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