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萬程教士

哥林多後書 5:10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
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
使徒保羅在往大馬色的路上蒙主呼召，成了神所揀選的福音器皿。從此保
羅的一生就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為著這位向他顯現的基督，保羅放下了
從前他看為寶貴的一切，看作糞土。甚至他為神交托他的福音職份，甘心
樂意經歷到從逼迫信徒的成了被逼迫的，豐富的成為貧窮的，尊貴的成為
卑微的，安穩的成了流亡的，自由的成了被囚的…。他對這一切的變更，
不單沒有半句怨言，並且是甘心接受。正如他在哥林多後書 4:17 說「我們
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羅馬書 8:18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這
兩節經文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保羅透過時空，彷彿已經看到復活的基督和
他將來要進入的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因此他不辭勞苦，把生命置之度
外，竭力完成神所交給他的福音使命，就是這個看見叫他「立了志向，要
得主的喜悅。」(林後 5:9) 因為他確信「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
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林後 5:10) 保羅的生活、
工作、行事為人，就是活在這基督審判臺前的亮光中。他深信復活了的基
督「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
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
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帖前
4:15-16。那時所有的信徒，都要在審判臺前，「在那將要審判活人死人的
主面前交賬。 」彼前 4:5。並且按着各人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有
人得賞賜，有人受罰。
使徒保羅看到了基督審判臺的亮光，他的生活及工作都在這亮光的指引
下。他給提摩太最後的吩咐「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作傳道的工夫，
盡你的職分。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
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
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
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但願我們就是愛慕他顯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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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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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1.

2.

大使命:逐家文字佈
大使命:逐家文字佈道會

家事分享

”

屬下的“世界宣教印刷廠 每月要出版
一千萬份經文冊子送到世界各地，每冊 48 頁。需要購買巨量的紙張，
承擔各種海運，郵寄和快遞開支。求我們的主傾囊倒下，避免他們中
斷產品。也請大家為這項事關你和我的全球性救靈事工代禱。

墮胎法案

新州議會週四通過了將墮胎合法化的法案，推翻了已
存在了 119 年的法律，甚至允許妊娠 22 週或者更長的女性墮胎，願神
施恩憐憫祢的子民，不要在這個世界隨波逐流，知道這並不符合主的
旨意，願神使人們可以悔改，知道唯有神是生命的主宰。

屬靈生命

3.
為我們每一個人的屬靈生命禱告，特別是在這個末世，
我們時常被世界的價值觀所引誘，也時常被異端邪說所騷擾，求神幫
助我們不僅僅只是一個主日的基督徒，而是可以每一天都願意親近
主，也不斷的被主的話語所餵養，願主使我們的屬靈生命不斷的成長，
以至於在這個時代每一刻都可以活在主的心意當中，成為主美好的見
證。

：

特別需要

1. 今天中午有午餐，請各位留下來一同享受在主里的團契。

周五（4 日）晚上 7:30 在教會的查經班將繼續查考《約書亞記》，鼓勵
弟兄姐妹們參加。
3. 教會將於明年 2 月 3-10 日期間組織天恩 2020 Compassion 訪宣隊到菲
律賓，是日截止報名。查詢:孫雷雷傳道。
2.

講道大綱：
講道大綱：創世記神學：人類與罪惡
創世記神學 人類與罪惡

引言：
引言：
1.

罪的發動，改變了人與創造的關係

2.

罪的泛濫和延續，破壞了神的創造

3.

神的救贖，在蒙應許的族裔中展開

1. 为林琼姐妹祷告，求主赐下医治保守她康复的过程，使她能够尽快康
复。
2. 为刘莉莎姐妹祷告，求神医治小 Ian 的肠胃不适，保守孩子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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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費奉獻
進度表(至 2019 年 9 月 22 日)
$17,946
實收奉獻
$49,600
預算支出
-$31,654(-63%)
差距

結語:

上週獻金
$304
$1,400
-$1,09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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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2:15-18, 22;3: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