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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們當中，絕大部份人都聽過, 甚至去過新加坡。新加坡是個既先進，又
綠化，而且生活條件理想（若你不介意氣候濕熱），也被譽為亞洲「最乾淨
城市」。它的成功之處，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它有一個像「父母」般的政府，
有效和細心地管理著人民，以及他們的生活習慣。
為了降低國家經營成本，提高人民健康和改善生活環境是必須的。因此，早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新加坡政府便開始推行公共衛生措施，以罰款、宣傳和
教育等方法，很快便取得成果。因為市民開始意識到疾病與衛生的關係，並
且會主動去收拾整理環境，城市變得越來越乾淨了。前總理李光耀（1968 年）
說過：「‧‧‧說到成功的標誌，沒有什麼比成為南亞最乾淨、綠化最好的
城市更有特色。」他斷定一個城市乾淨，將會打造出更強大的經濟，因為其
背後的關係包含了人民的素質（如：公德心），以及降低疾病機率，從而為
工業和旅遊業營造了必要的社會條件。
時至今天，新加坡變得富裕了，維持環境衛生的工作已經落在數萬名廉價保
潔員身上，他們大多是低收入的外國勞工或年長的工人。有這麼多的清潔工
人，新加坡人開始把城市清潔視為與己無關的事情。今天，新加坡人在美食
廣場吃完飯，就把托盤留在桌子上，因為他們並不認為這是自己份內的事情，
認為這是保潔員的工作。公共衛生理事會主席迪西瓦說，現在的學生也不會
自己收拾東西，因為總有保潔員幫他們做。他認為新加坡人的生活在很長的
時間裏過得太安逸，他們需要改變。國家環境局主席陸勝烈又說：「‧‧‧
當你有一個非常高效的清潔服務，然後你的鄰居把這個地方弄得一團糟，你
不會怪鄰居，而會怪保潔員沒有收拾乾淨。」原來保潔員太多，人就會懶得
自己收拾。
從新加坡人民對環境清理態度上的轉變，可見事情是有人代辦了，勞力也省
卻了，但責任心、使命感和愛惜之情，亦隨之而失去了。我就聯想到從前在
家中也不用主動打掃，因為「自然」就有老媽去收拾。我又聯想到從前（還
作平信徒時）每週崇拜之後，也不用照顧新朋友，因為「自然」會有迎新組
去處理。我也聯想到我從前參加小組，也是甚麼都沒有準備的（沒有為誰禱
告、沒有預備與人分享、沒有想到要關心誰、沒有先思想過經文、沒有期待
被神使用和教導等），因為總會有組牧和其他人負責的。結果，我們會容易
變得挑剔、不滿，以及失去了彼此愛惜的心。讓我們重想起主的大恩，以敬
畏和順服的心，親手作祂在〈約 13:34-35〉所吩咐我們的。

「偷（懶）的，不要再偷，卻要作工，親手作正當的事，使自己可以把所得到的，分
給缺乏的人。」（弗 4:28, 新譯本）（新加坡資料來源： BBC 新聞 Tim McDonald 2018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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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命:中信宣教士 在厄瓜多爾侍奉的宣教士梁健民、周慧嫦夫婦，他
們的教會於 2018 年末開設了西班牙文課程，有 28 位同學報讀。感謝主為
他們預備了三位厄瓜多爾基督徒義工， 配搭教導工作。更感恩的是大部份
同學對教會和基督教信仰都有積極回應。哈利路亞！
2. 普通話神學生
感謝神！讓李輝姊妹（Carissa），作為神學生來到本教
會學習和參與。願神在她的學習上施恩加力，也在她適應新環境，以及與
弟兄姊妹的溝通相處中，有聖靈的恩福伴隨。
3. 新春佳節
願大家在基督耶穌裡，豬年平安蒙恩！求主在新的一年，
繼續堅立眾人對主的信心和盼望，在凡事上定意以神的心意（愛神愛人）
為先，專心依靠，甘心順服，體會主恩；又求神賜福與組牧和老師們，使
眾人在服事中，常有從基督來的喜樂和力量。
特別需要：
1. 为李小兵弟兄化疗清除癌细胞祷告，经过两次的化疗，小兵弟兄的身体日
渐衰弱，时常会软弱乏力。求主赐力量给他，减轻他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使他在病痛中仍然有盼望。
2. 腓力弟兄在工作中不慎扭伤了脚，求主赐下医治，保守看顾他的脚伤能够
尽快康复。
3. 求圣灵在新来的朋友心里动工，把寻求神的心放在他们里面，赐给他们智
慧，能够明白基督的救恩。
1.

4. 求主看顾身体软弱和有病痛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得到安慰与医治。特别记
念：李小兵弟兄，赵文生弟兄，郭宗翰弟兄，陈桂光弟兄，王滨香姐妹和
陈文辉姐妹的健康，也记念没有提名的。为已经得到医治和康复的弟兄姐
妹献上感恩求主继续保守看顾他们
5. 求主施恩给弟兄姐妹，使在困难中的得帮助，忧伤的得安慰，软弱的得力
量，迷茫的得着引领。在寻求人生的方向时，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并且
愿意顺服遵行。让我们一同经历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丰盛，和从天而
来各样的赐福
6. 求主保守教会将在 Wattle Grove 社区举办的春节联欢活动，各项筹备工作
能够顺利进行，愿主赐福这次活动，使我们能够建立跟当地华人社区的联
系，为将来的福音事工做好预备

家事分享

今天中午有爱宴，请各位留下来一同分享在主里的丰盛。
今天崇拜结束后，将会有信仰根基班的第二课，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
和朋友参加。
3. 春节特别外展活动：为了接触当地华人群体，和他们认识并建立关
系，将于 9 日(周六)晚上 5:30-8:30 在 Wattle Grove Community Centre
举行春节联欢活动，欢迎邀请亲朋好友一同参加，并请预备一份食物
与大家一同分享。这次活动的场地费用，将采取自由奉献的方式来筹
款。
4. 教会 20 周年联合崇拜，将于 3 月 3 日（主日）在 PIA Olympic Park 的
场地举行。届时教会的四堂中文崇拜，五堂英文崇拜将共聚一堂，同
颂主恩。Bonnyrigg 堂全体也将在当天一同参加。请当天需要接送的弟
兄姐妹，提前和霍添炳教士联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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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神學系列：新耶路撒冷
啟 21:9-22:5
1.
2.

引言:

1.

舊約聖殿預示永恒的殿

(

利未記 26:11-13; 列王紀上 9:3)

2.

耶穌基督就是真正的殿

(

約翰福音 2:18-22)

3.

教會因著基督也成為殿

(

以弗所書 2:19-22; 啟示錄 21:9-22:5)

。

。

。

7. 在教会的土地使用上求神带领，帮助我们选择一个合神心意的设计方案，
用以发展教会，兴旺福音
0421-998868
0430 325 988

。
【註：你想請教會為你禱告的事項可告訴孫雷雷傳道（
）或王
旭姊妹（
），我們彼此服侍一同經歷上帝奇妙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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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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