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吉慶傳道
上週日是母親節，在很多社交媒體中看到很多人都在發出感言，
來感謝母親的生養和辛勞，但是我卻發現極少人去感謝屬靈上的
母親，因為從我們的傳統來說只有從肉身上生了我們的人，才是
我們的父母，但是在哥林多前書四章 15 節說到在耶穌基督裡用
福音生了我們的人也是我們的父母，所以我們應該去反思兩件
事。
第一，我們不應該只是感謝肉身母親的辛勞，還應該感謝神給我
們屬靈的母親。因為神藉著她們將福音傳給我們，使得我們有了
新的生命，而且這新生命已經超越了以前的生命，難道我們不應
該感謝她們嗎？
第二，我們不應該只在乎肉身上是誰的母親，更應該在意誰是我
們屬靈的子女。因為神不單只是讓我們生養眾多，更是讓我們在
基督的真道裡養育他們，使他們成為敬虔的後裔，那麼對於所有
姐妹來說，不論是單身的，未生育子女的，甚至不能生育的，都
同樣可以為神養育敬虔的後裔，因為你們同樣可以藉著福音生養
眾多，也就是將福音傳給那些未聽過福音的人，將他們帶到神的
面前。同時也可以關心照顧那些屬靈生命還幼小的弟兄姐妹，藉
著真道栽培他們使得他們的屬靈生命得以成長，那麼你們豈不是
比那些只在肉身上生育的人，生養更加眾多嗎？
當然我們最應該感謝的是我們的神，是祂使得我們不單有了肉身
的母親，而且也有屬靈的母親，也是祂使得我們有機會成為別人
屬靈的母親，讓我們可以彼此的服侍，因為一切都是出自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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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使命:總會宣教士 請大家紀念在日本侍奉的 Adam & Helane Ramsay 夫婦。目前 Adam 正在學習神學，為即將被按立做準備。同時兩夫婦

已經爭取到一些日本朋友願意和他們一起讀聖經，其中有一位流露出想
去教會的願望。
感謝主的使用，
願 Ramsay 夫婦在福音的硬土上多得果子。
2.
求神加給籌備的同工從主而來的智慧和力量，知
道如何的按照神的心意籌備此次的退修會，也求神給李君皙牧師有從主
而來的亮光，將從主而領受的可以清楚明白的教導給我們，也求神感動更
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參與，使得每一個人都得益處，也求神使用這次的聚
會，使得我們榮神益人。
3.
最近中美貿易戰再次打響，使得兩國關係進入白熱
化，也使其他很多國家受到牽連，求神使得兩國政府可以冷靜的處理現
狀，也使得他們看到這樣會給人民帶來的影響，愿神的旨意成全。

國語聯合退修會
中美貿易戰

特別需要：

1. 为本會顧問牧者羅德麟牧師確診患上早期帕金遜症，正在接受治療和在
家休養，求主施恩。又為牧師的家人，特別是師母代禱，求主加添精神體
力，能給予牧師適切的支持和照顧
2. 为李小兵弟兄第六次化疗的过程祷告，求主减轻治疗所带来的副作用，赐
力量给他，使他在病痛中仍然有平安和盼望。也求主赐下医治，使他的癌
细胞指数能够恢复正常。
3. 教会将会在 26 日(下主日)为林琼和刘丽莎姐妹举行洗礼，求神坚固她们
的信心，使她们藉着洗礼得着从神而来的圣灵和重生。
4. 为姜志成先生祷告，求神赐给他力量，使他能够照顾好妻子和外孙。也求
圣灵继续在他心中动工，使他有信心来接受神的救恩。
5. 感恩教会储藏空间的改建工作顺利完成，求主纪念参与改建的赵文生弟
兄、杨世平弟兄、戴晓峰弟兄和宋懿杰弟兄的辛勤付出和劳苦 。
6. 求主看顾陈文晖姐妹，保守她的血压能够恢复正常，也求主保守她能有一
个好的睡眠，能得到充足的休息 。
7. 求圣灵在新朋友心里动工，把寻求神的心放在他们里面，赐给他们信心，
使他们得着基督的救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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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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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分享

今天中午有午餐，请各位留下来一同享受在主里的团契。
今天孫雷雷傳道前往力勤証道，將在中午返回。
教會將在 26 日(下主日）举行洗礼，请在祷告中紀念即將接受洗礼的
林琼和刘丽莎姐妹。
4. 於 24 日(周五）晚上 7:30 在教会的查经班，将继续查考«士师记» 。
5. 力勤/邦尼里國語堂的聯合退修一日營將於 6 月 10 日（Queens
Birthday）在百思道華人公理會舉行，講員是李君皙博士，題目是『心
相印、愛相隨』，報名截止日期為 26 日，成人費用每人 25 元，12 歲以
下兒童免費，并設立兒童託管，希望弟兄姐妹踴躍報名參加，查詢:孫
雷雷傳道。
講道大綱：
創世記 25-26 章
講道大綱：爭鬧中的堅持
引言：
引言：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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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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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生在世，必有爭鬧

2.

有又輕忽，無又爭執

3.

以信待變，神必同行

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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