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華人長老會

郭子龍牧師

回想剛剛過去的聖誕節那天，第一禮堂坐到滿滿的會眾一同慶祝聖誕，
主耶穌基督降生為人，為要拯救人類，消滅撒旦的工作。更加感恩那天
有很多弟兄姊妹們的愛心服侍，讓天恩四堂中文的會眾在崇拜後能一同
享用一頓豐富的聖誕大餐。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一年才一次慶祝耶穌基督的誕生。其實，我們必須
每天都因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感恩、反思及作出回應。讓我在這裡歸納
一下「道成肉身」帶給我們的教導及提醒。
首先，「道成肉身」提醒我們那名在馬槽出生的嬰孩誕下來就是為了救
贖罪人而受死。祂向著十字架一天一天活出來的生命都是為人作出犧
牲。萬物的創造者原本高高在上，竟然跟受造物一般要面對人生的困難
及苦楚，更加被人誤會及排斥，最終要在十字架捨身流血。祂這樣犧牲
自己都是因為愛，我們又是否會因祂愛我們亦懂得去愛其他人呢？
其次，「道成肉身」告訴人類耶穌基督為了愛這樣做之餘，亦因為人的
罪及軟弱才有此需要。所以祂的誕生是值得感恩之外，我們亦要記著自
己的不足及缺點。記著我們憑自己的能力是沒可能改變過來的。這樣，
我們更能認清楚祂的大愛及恩典。人類的愛通常是愛一些可愛及值得愛
的人物或事物，但神所愛的卻是一大群完全不值得去愛的罪人，多方得
罪祂的罪人。讓我們天天懂得反醒及承認自己的過錯。
最後，「道成肉身」讓我們懂得祂的大能。亞當及夏娃遠古的時候在伊
甸園裡悖逆了神與神隔絕，神已經應許要跟人和好，並將會主動的打敗
撒但把人拯救回來。最終，神竟通過一個誕生在馬槽裡軟弱的嬰孩來拯
救人類。祂的軟弱遠遠超過人的能力，人跟祂沒法相比。我們在每天的
生活當中面對各樣困難苦楚，無能為力的時候，不會不甘心，反而還能
夠全然的信靠祂。
離開下次聖誕節的日子尚多，但我們每天都應當被「道成肉身」提醒，
去愛護其他人、反醒自己的軟弱以及倚靠祂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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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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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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大使命:聖經小程序 YouVersion 統計數據顯示 2018 年全球閱讀量最
高的經文是以賽亞書 41 章 10 節；聖經資源網站 Bible Gateway 公佈 25 年
來共錄得 140 億次搜查，最受歡迎的關鍵詞是「愛」。請大家特別紀念那
些在 IT 業侍奉的工人，願神看見他們的默默辛勞。
2. 天恩兒童事工
感謝神讓主日學的教師們有休息的機會，求神給他們
加力。亦求神繼續帶領力勤國、粵語及邦尼里國、英語兒童事工的方向及
發展，以及興起更多教師的參與，好讓下一代得著造就。
3. 未來的宣教工場
因為很多的宣機構需要從中國撤離，為數不少的宣
教士回到本國後仍然未能決定以後的服侍工場，求神賜智慧，讓他們仍然
能夠繼續為神國度擴展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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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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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ace, Janet & Andre 林羽莊&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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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景鵬夫婦
簡意峰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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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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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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堂慶感恩晚宴 為慶祝本會立堂二十週年，將於 月 日（主日）晚上
假囍鳳臺酒樓 (
舉行感恩晚宴，成人每位 ， 至 歲兒童
每位 ，查詢:教會辦公室。
同工放假 鄧子揚傳道放年假至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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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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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36:24-27; 約 3:1-10
引言:

1.

新契約承繼了恩典

2.

新契約完成了恩典

3.

新契約保障了恩典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實收奉獻
奉獻目標
差距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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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 Law Graham & Esther Yip Erie Tong Ann Dam
Cindy Mo

。

-$2,178(-3.0%)

經常費奉獻
進度表(至 2019 年 1 月 8 日)

同工工作安排 郭子龍牧師是日到 Bonnyrigg 證道並主持聖餐，下午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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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神「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課程 「腓立比書」將於 3 月 12 日至 5 月 7 日(4 月 23
1.
2.

結語 :

陳錦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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