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為什麼一定要有關係？

來源：https://mp.weixin.qq.com/s/3mLLmLQt5i3WHm33mPbS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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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傳說在羅馬統治下的以色列地方發生了一段故事：
某日在翻新穀倉的時候有人發現牆角有一個老鼠洞。於是眾人用
煙燻入其內希望逼使裡面的老鼠出來。待了一會只見老鼠排成一
列，一二三四五六七地逃竄出來。眾人正估計大概已經逃得清
光可以上前打掃之際，卻見有兩隻老鼠仍在洞口處推擠逼碰，
然後再幾經辛苦，雙雙走出來。
令人奇怪的是，兩隻老鼠出了洞口以後，卻不立馬逃走，而是在洞
口附近團團轉著互相追趕，像是要咬掉對方的尾巴似的。眾人都很好奇是什麼緣
故，於是走上前去細看。這才發現——原來其中一隻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隻老鼠
正設法使對方咬著自己的尾巴，然後帶領同伴一起逃走。
眾人見狀，都默然不語，各自陷進了沉思當中。吃飯的時候，有人開始討論剛才的
兩隻老鼠。
嚴肅的羅馬官長說：「我認為剛才的兩隻老鼠是君臣主僕
的關係。」眾人思考一會兒後都說：「原來如此」。
於是羅馬官長擺出一副高傲的官員模樣。
聰明的猶太人說：「我認為剛才的兩隻老鼠是夫妻的關
係。」眾人又想一會兒，覺得不錯，連聲稱是。
於是猶太人變成了一副飄飄然的得意嘴臉。
強調律法的法利賽人說：「我認為剛才的兩隻老鼠一定是父子的關係。」眾人又思
考了一會兒，更覺合理，又都連聲稱讚。
於是法利賽人的臉上立時堆滿了專業的權威。
單純的撒瑪利亞人卻蹲在地上雙手托著下巴，呆呆的望著眾人問道：「為什麼兩隻
老鼠一定要有什麼關係呢？」
空氣在剎那之間靜止凝固了。眾人呆呆的望著這個撒瑪利亞人，不發一語，卻見先
前說話的羅馬官長、猶太人和法利賽人，都臉有慚色地低下頭不敢作聲。
在路加福音 10:25-37 的比喻中，有憐恤心的撒瑪利亞人沒有詢問受助者的身份及背
景才施予援手，這是一個陌生人，跟他沒有一點關係。
有一種愛，原來不是建基於利益、情義和血緣的關係上，而是基
於「沒有任何關係」。
就像社會上很多慈善家，義務支援者，傳教士，關注弱視群
體者……無偽的愛、無私的愛。如果每一個人都願付出這無代
價的愛，那世界將是無紛爭、無憎恨的和平世界。
讓我們彼此間的互愛超越這世俗的關係之愛，以達到愛人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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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平安有時如寧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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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二主日

三一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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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步學阿摩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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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通告：感謝神，在上星期日之會員週年大會中帶領我們順利通過三項的
特别議案。在 302 位參與投票的會員中，有 99.3% 投票贊成委任 Eva Wong 為
Strathfield 兒童事工統籌 (部份時間) ；有 85.7% 投票贊成接納有關「教會發
展計劃」中為兩個堂址進行大裝修的動議；有 84.9% 投票贊成在下一屆的執事
選舉中，增加執事人數至 18 位。讓我們在教會前面的發展上，繼續同心尋求神
的帶領和供應。

6.

有關本財政年度為支持宣教差傳事工之差傳信心奉獻的最新資料，請參看附
頁；並為繼續為神讓「西雪」教會在支持宣教差傳事工上有份而感恩。

7.

教會聯合祈禱會將於 10 月 4 日 (星期三) 晚 8 時在母會副堂舉行，此次祈禱會將
會由 CP10 英文堂負責 (屆時將會用雙語進行)，請預留時間參加，同心為教會禱
告。

8.

感謝主，母會張麗婉姊妹已轉換到復健病房繼續接受治療。請繼續為她守望禱
告，求主憐憫開恩，使她可完全康復，全然復原，可以有長久的年日來事奉
主。

9.

求主為我們「西雪」教會開路；有更多機會參與地方市政廳和各機構舉辦的社
區活動和慶典，彼此同心合一的事奉，為基督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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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 2017 年 10 月 1 日
邱張雅妙師母
何素娥姊妹
郝紅霞姊妹
詩篇 139:13-16
我為何而來？
吳莉莉姊妹
237, 406
洪光瑩姊妹
沈俊良弟兄
郭濟清弟兄，陳明法弟兄
馮穗豐姊妹，陳萍姊妹
劉燕文姊妹
洪光璞姊妹
林寶順弟兄，沈俊良弟兄

下週 2017 年 10 月 8 日
邵海東牧師
林寶順弟兄
林永成弟兄
路加福音 11:1-13
生命有祢而美好
沈俊良弟兄
100, 397
洪光瑩姊妹
Luo Fei
郭濟清弟兄，陳明法弟兄
劉燕文姊妹，Amy 姊妹
冼鳳珍姊妹
黄高星姊妹
林寶順弟兄，沈俊良弟兄

求祢看顧我的苦難，搭救我，因我不忘記祢的
律法。
求祢為我辨屈，救贖我，照祢的話將我救活。
（詩 119:153-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