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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放在銀網子裡。（箴 25:11）
文字是語言的一個載體，通過文字可以讓人進入說話者的內
心世界。《聖經》是神的話語，透過文字的記錄，我們可以
通過聖經，知道上帝對人的啟示。若是沒有文字記載的聖經
或其他合乎真理的基督信仰書籍，我們就如同士兵手中沒有
武器。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來，基督教文字事工有了許多的轉變。網路科技變化出各種文字
承載工具： BBS、虛擬社群、 WWW、部落格（博客），微群 、twitter 推特、
Facebook 臉書已經讓文字徹底平民化。而報章、雜誌、小書、單張，這類看完即丟
的文字產品，在這種多元管道趨勢下，經營越來越困難。
在網路與多媒體強勢進入生活後，不少人悲觀地認為未來將會越來越少人願意閱讀
文字，而傾向藉由電視、廣播、網絡或有聲讀物吸收資訊。然而，統計卻發現若將
部落格（博客）、推特、臉書、撲浪、甚至 email、手機上網，這些文字承載工具都
列入計算，事實上人們花在上面的時間，比起以往來得多。人們依然主要透過文
字，來獲取所需的可靠資訊。「文字」依然是最重要的資訊載體，尤其它比起聲
音、圖像等多媒體，來得更容易快速復製與傳播。
文字福音工作者就像橋樑，分別穩固的安放在「上帝的話語
──聖經」和「這時代人的需要」上。一方面提供基礎嚴
謹、合乎真理的資料，一方面用這時代的人能夠瞭解、吸
收、習慣與偏好的方式，來表達出基督信仰的思想。
傳遞信仰的文字跟一般文字（例如：報章、雜誌、書籍、網路文章、微網誌）不
同，後者得不斷追求高點閱率、高銷售量、單純為了獲利、使人閱讀非常舒服，但
文字福音事工則不完全憑賴這些數字。那是因為文字事工的基礎是在於相信上帝的
羊聽上帝的聲音。核心目標在於是否準確的把上帝的聲音，透過文字傳達到上帝的
羊的耳中。（摘錄自《傳揚》http://www.efccc.org//ArticleDetail.aspx?DocID=3178）
 感謝神藉先賢聖人，透過文字出版奠定了教會信仰的基礎，又讓不同的基督教出
版社，為神學、信仰出版好書，培育信徒，裝備領袖及上帝的僕人。
 懇求上帝幫助出版社在不同時代面對不同的困難和挑戰，願主加添力量，供應充
足的專業人手和資源，使他們堅守使命，為主作工；又願更多人能明白文字宣教
的異象，看重文字工作，願意投身參與，委身事奉，承傳使命，拓展福音。
 求主堅固文字宣教士的心志，保守他們常存堅韌，在文字工作的耕耘上，即使看
不到具體的果效，依然不會灰心；求神賜給他們智慧的心，記念他們的勞苦，在
文字事奉的禾場上盡心竭力；求神也在這個時代興起有文筆造詣的信徒，舉起筆
桿，委身文字事奉，成為上帝使用的無聲器皿。
 祈求神賜福並使用所有基督教出版社出版或翻譯的書籍及刊物，使每個文字，穿
透紙背，抵達未得之地的靈魂深處；求神賜恩，讓這一片文字土地，成為時代的
先知， 使無數尚未得享福音好處的群眾得以閱讀到天國的好消息。
 祈求主激勵信徒養成喜愛閱讀屬靈刊物的習慣，在閱讀中思考人生，
能夠更加認識真理；祈求神也讓教會看見文字工作的重要性，並願意
在鼓裡閱讀、代禱及經濟資助等方面支持文字事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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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宣教士歡迎午餐會：許崇仁宣教士一家人 (Aaron and Amy Koh 和子女 Felicity,
Zoe, Jonathan & Mitchell) 已於一月底，從台灣東港返回澳洲述職 12 個月。普世差
傳委員會 (GMC) 於今天 12:30pm 在母會副堂為他們舉行歡迎午餐會。項目包括
有午膳，分享和代禱。歡迎參加，並帶備一碟餸菜 (或其他食物)共享。

7.

為 內西區 聖經 課程事 工禱告 ： 感謝神，今年能夠 在四間 中學開辦聖 經課程
(Burwood 女中、Concord 中學、Strathfield 女中及 Homebush 男中)，更要感恩的
是 Homebush 男中有 130 位學生參加。求神使用聖經課程，讓更多學生認識神。

崇拜事工輪值表

主日崇拜須知：
(1) 除不得已外，絕不遲到早退；(2) 安靜默禱，預備心靈敬拜神；
(3) 同心唱詩讚美，同聲說阿門；(4) 專心聽道，樂意行道；(5) 會後分享相交，代禱服事

會務報告
1.

主裡衷心歡迎新朋舊友來參加主日崇拜，願主賜福與你。會後請留步享用茶點和
愛宴午餐，彼此團契。

2.

凱登園華語堂禱告會於每月第四個星期三晚上 7:30 舉行，請弟兄姊妹積極參加。

3.

請繼續為 CPM 堂尋找牧者禱告。

4.

凱登園華語成人主日學課程如下，請弟兄姊妹積極參加。上課時間為每主日 9:00
課程：塑造主生命：門徒訓練：品格篇 導師：林寳順弟兄，曾秀恩姊妹
課程：馬太福音
導師：冼鳳珍姊妹
課程：一步一步學申命記
導師：何素娥傳道，馮穗豐姊妹
另外，凱登園華語堂有三個查經小組，詳情如下：
(1) Summer Hill 小組，每月逢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五晚上，請聯絡何素娥傳道
(2) Hurstville 小組，每月逢第四個星期五晚上，請聯絡林寳順弟兄
(3) 青年團契，每月逢第二及第四個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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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 2017 年 2 月 26 日
黄彼得牧師
何素娥姊妹
馮穗豐姊妹
使徒行傳 1:1-8
教會的使命
郝紅霞姊妹
255, 432
洪光瑩姊妹
唐美青姊妹
郭濟清弟兄，王京松弟兄
劉燕文姊妹
林珠姊妹
郭文香姊妹
林寶順弟兄，林得光弟兄

耶和華啊，願祢照祢的話，使祢的慈愛，
祢的救恩，臨到我身上；
我就有話回答那羞辱我的，因我倚靠祢
的話。
（詩 119:41-42）

5.

凱登園華語堂三福訓練於今天至 6 月 4 日每主日 2:45pm 上課，請三福成員届時準
時出席。

下週 2017 年 3 月 5 日
裴協民傳道
何素娥姊妹
林永成弟兄
彼得前書 2:4-8
活石
張開運弟兄
279, 281
洪光瑩姊妹
沈俊良弟兄
周朝英姊妹，冼鳳珍姊妹
熊婷婷姊妹，王煒鵬姊妹
洪立娟姊妹
洪光璞姊妹
葉紹芬弟兄，何素娥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