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華人長老會

鄧子揚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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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主 日 出 席 人 數

Bonnyrigg 成人 29 共 377 人
普通話 成人 121 粵語 11 時 成人 163 粵語 5 成人 64 普通話崇拜
崇拜 童 11 崇拜
6 共 22 人
5 時崇拜
0
小

小童

小童

主日學放假

-4-

小童

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主後二零一九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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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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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家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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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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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1.

$69,822

$72,000

-$2,178(-3.0%)

經常費奉獻
進度表(至 2019 年 1 月 29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上週獻金

$38,272

$7,389

$52,000

$13,000

-$13,728(-26.4%)

-$5,611(-43.2%)

中文大使命

$59,277
$73,500
-$14,22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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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麟牧師夫婦 孫秀蘿 王建軍 林羽莊 & Family Sandy Au
Helen Soe

Helen & David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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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 & Helen

引言:
1.

人有時抓緊神要我們放棄的東西

11:27-12:9

2.

人有時放棄神要我們抓緊的東西

12:10-16

3.

神在人仍然軟弱時已經憐憫施恩

12:17-20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實收奉獻
奉獻目標
差距
（至

同工放假 郭子龍牧師將於 2 月 5 至 26 日放假，當中 7 至 12 日將會參
加 Compassion 於菲律賓專為中文牧者而設的訪宣行程。
2.中學/兒童主日學
是日復課，敬請家長留意。 因中學主日學至下午
1:00 才下課，為免影響中學主日學上課，敬希兒童主日學家長先在樓下等
候，至下午 12:30 後才到樓上接貴子弟。
3.普通話堂慶新春
普通話堂慶新春 將於 16 日（週六）晚上 5:00-8:00 慶祝春節聚餐活動，
歡迎弟兄姐妹報名參加，查詢:柏吉慶傳道 。
4.普通話成人主日學
成人主日學 「信仰探索」是日開課，「認識我們所相信的」繼續
普通話
上課，請弟兄姐妹依時出席。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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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教會辦公室。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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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聖經專題講道會
恩道基督協會將於
3 月 15 至 17 日舉辦「2019 年雪梨
華人基督徒聖經專題講道會」
，主題:「公義重尋」
，由楊慶球牧師以粵語主
講，免費憑票入場。本會有少量門票，有意參加者可聯絡教會辦公室，亦可
網上 www.lcca.org.au 或電話訂票 0423 836 270（Winnie）。詳情請參閱海報。
8.中神「
「生命之道」
中神
生命之道」培靈會 「艾城戰事的焦點 - 猶大支派的亞干」將於
3 月 23 日(週六)晚上 7:45—9:15 在本會第一禮堂舉行，
聚會費用全免，無需報名，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講員：梁國權先生。
9.澳神課程
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延伸神學課程之
2019 年第一學期已開
始接受報名。
詳情請見
www.ctca.edu.au 或聯絡學院（電郵:ctca@ctca.edu.au
或致電:9715-2992）。
講道大綱：舍本逐末
創 11:27-12: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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