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凱登園華語堂

耶穌說：「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麼？』
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約翰福音 4:35）
從這段經文中，我們發現當日門徒們的心態與主耶穌的心態截然
不同：門徒們認為時間尚早，還可以「等」四個月才作工；耶穌
卻認為時間已到，「現在」就是作工的 時候了。不同的心態帶出
不同的行動，而心態上「不同」的關鍵因素就在於「看」，而且
主耶穌所說的「看」，並非普通地、隨意地「看」，乃是認真地
「舉目觀看」。
聖經每次提到「舉目」，都意味著一件事的重要性與嚴肅性；因此當「舉目」看人、事、物
時，絕非「輕鬆地看」、「膚淺地看」，而是「專注地看」、「深入地看」。也因此，「舉
目」可以帶出「見地」、「透視」、「剖析」，繼而帶出「觀念」、「心態」、「行動」。
進入廿一世紀，當主再臨的腳步漸近，我們的眼光當投注何方？何處是現代基督徒獻身的祭
壇？讓我們一同來「舉目」：
一、舉目看「基督寶座」：復活的主宣告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
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
遵 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8-20）主又說：「這天國的福音，
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太 24:14）面對榮耀基督的大使命，我們
這些蒙受主恩的基督徒怎能不像當日以賽亞向主的回應，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二、舉目看「普世禾場」：全世界七十五億人口中，只有十七億人自
稱是基督徒，也就是說全球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尚未認識真神，還在
救恩的門外，他們沒有生命的意義，沒有永恆的盼望，卻時時地、處
處地以驚人的速度奔向滅亡……誰來關心他們？誰當負起傳福音給他
們 的責 任？ 身為 神的 兒女怎 能對 普世 失喪 靈魂的 需要 「冷 漠、 麻
木」？
三、舉目看「教會歷史」：在二千年的教會歷史中，從第一世紀偉大
的宣教士保羅開始，教會便遵照主的吩咐，不斷地把福音向外廣傳；其間經過許多感人的事
蹟，宣教士流汗、流淚、流血，寫下一頁頁珍貴的宣教歷史。十六、十七世紀宗教改革後，西
方教會更積極投入普世宣教。「施比受更為有福」，回顧華人教會歷史，將近二百年了，在普
世宣教事工上，我們仍處於「受」的地位，何時華人教會才能成為「施」的地位？歷史學家告
訴我們：十九世紀是英國人宣教的世紀，廿紀是美國人宣教的世紀，廿一世紀是中國人宣教的
世紀；何等期盼我們中國基督徒不向歷史交白卷！
四、舉目看「客觀事實」：世界上「只要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國人」，然而，當廿世紀初
期，中國人在海外，大部份是開鐵路的、挖煤礦的苦力；而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國人在全球是
何等不同的畫面！何等地揚眉吐氣！從客觀事實看見：今天的中國人正如舊約時代的以斯帖，
我們所擁有的乃是「王后的位份」，神把如此際遇賞給我們中國人，豈是偶然？
五、舉目看「主觀條件」：反觀我們本身的主觀條件時，發現活在廿一世紀的人，真是得天獨
厚；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導：1900 年全球人類的平均壽命是 42 歲，人到了 50 歲已經非常
非常老，走路時還需要孫兒牽著……時代不同了，進入廿一世紀，由於醫藥的進步、衛生的改
善、保養的看重，人類不但壽命延長而且大部份 的人身體健壯，60 歲
被認為屬於充滿智慧的中年人。
到底我們的命長了，體健了是為著甚麼？到底該如何將我們的餘生投資
在最有意義的、最具永恆價值的地方？只要我們肯認真「舉目」，認真
「評估」，我們必然會「胸懷普世、投身宣教」。
作者：李秀全／林靜芝，美國校園團契海外事工部同工。 來源：http://behold.oc.org/?p=1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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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二主日

讚美真神萬福之源，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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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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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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澳洲環球聖經公會主辦 (雪梨華人基督教聯會協辦) 粵語聖經講座聚會；講員：
謝挺博士；地點：母會；日期、主題：7 月 1 日 「出埃及記中的會幕神學」，7
月 2 日「讀箴言學智慧」；時間：7pm - 9pm。鼓勵聽得懂粵語的肢體參加。請預
先向母會國語堂 Angela Wong 姊妹聯絡報名，以便「環聖」可預備足够的講義派
發。

6.

有意參加晨光關懷協會舉辦的公開講座 “Circle of Security – Parenting Series” 之「
西雪」弟兄姊妹們，暫時不需在「晨光」網站下載報名表；但必需在今天內，將
參加者姓名，電郵地址及電話等資料提交羅牧師，由羅牧師轉交「晨光」。

7.

「宣教差傳」主日特别報告
 請詳細閱讀程序表內之「2017-18 年度宣教差傳信心認獻」附頁，並為此
禱告，求神讓你知道怎樣憑著信心，靠著神的供應，支持及參與宣教差
傳的事工。填妥「宣教差傳信心認獻」回條後，請於下主日 (7 月 2 日) 把
回條在收奉獻時，一併放在奉獻袋中。
 教會亦印備了精美「宣教差傳」日曆，讓我們可以經常為宣教士及宣教
事工禱告。請每家庭在司事桌上領取一份日曆。
 除了在禱告中記念所差出去的宣教士們，亦請為以下幾位年青人所參與
的短期宣教旅程代禱。其中包括有 Jasmine Lepelaar (CP10) 在斐濟四個星
期的短宣學習；Andrew Lin 林嘉誠 (S9 English) 在東南亞地區 3 星期之短
宣 (6 月 27 日出發) ；Alex Tan (CP10) 將於 7 月底出發，到阿姆斯特丹參
與為期一年之 ‘Shelter Hostel’ 義工，藉機會向住宿者傳講福音。請在禱告
中記念他們在行程中有神的保守與同在，在參與中學習，並在不同的崗
位中，為福音作「鹽與光」的美好見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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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 2017 年 6 月 25 日
陳偉賢先生
林寶順弟兄

下週 2017 年 7 月 2 日
黄彼得牧師
郝紅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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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俊良弟兄
158, 95
洪光瑩姊妹
唐美青姊妹
林永成弟兄，冼鳳珍姊妹
熊婷婷姊妹，王瑋鵬姊妹
林美來姊妹
郭文香姊妹
葉紹芬弟兄，何素娥姊妹

孫蘭君姊妹
18, 379
洪光瑩姊妹
沈俊良弟兄
嚴雪敏姊妹，陳明法弟兄
洪立娟姊妹，王靈馨姊妹
林珠姊妹
洪光璞姊妹
林寶順弟兄，沈俊良弟兄

祢一切的訓詞，在萬事上我都以為正直，
我卻恨惡一切假道。
所以我愛祢的命令勝於金子，更勝於精金。
（詩 119:128，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