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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偉青牧師 
在「天恩」的週刊內，每週都記載不少代禱事項，它們與你何關呢？到底，
為什麼弟兄姊妹須要經常彼此代禱呢？當然，這是聖經的教導(雅 5:16a)。
其實彼此代禱不只是基督徒的責任，也是基督徒的特權。通過彼此代禱，
除了讓我們體驗肢體間的愛心服侍之餘，還可以體驗敞開心懷與神傾心
吐意的親密，這實在叫需要代禱的和代禱者雙得益彰。 

對於弟兄姊妹和身邊朋友的代禱事項，我素來都是存在心中，在私禱中記
念。但近來代禱的對象和事情確實愈來愈多，恐防有所遺漏，我為自己建
立了一個 google 代禱表，好讓自己更有系統去為別人禱告。湊巧太太當天
突然問及雅各書 5:16b 所謂「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的「義
人」是誰？這使我想起——「義人」可以是舊約中的挪亞（創 6:9，7:1），
新約中的約瑟（太 1:19)、施洗約翰（可 6:20)、撒迦利亞和伊利沙伯（路
1:6)。他們名正言順被稱為義人。然而，羅馬書也說：「沒有義人，連一
個也沒有……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3:10b, 23)。如此
看來，除了幾個記載的「義人」，世上再找不到義人了！那麼，雅各所謂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豈不是沒有太大意思嗎？那麼我
們為別人禱告，功效又如何？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必先要解答誰是「義
人」？ 

至今，我們快讀完羅馬書，對罪人因信稱義的道理，我們已經領悟到嗎？
亞伯拉罕是因信稱義的，約伯也是因信稱義的，新約的使徒、門徒、信徒、
全部都是因信稱義的。所以，我們因信『耶穌基督』是神賜給我們的救贖
方法，而『被』神算為義，『被』接納成為神的兒女 (羅 3:24)。那麼，只
要真心信耶穌的人就成為「義人」，也即是說，我們為別人代禱本是大有
功效的。 

雅各用以利亞先知為例，「他懇切禱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個月
不下在地上。18 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也生出土產。」(雅 5:17b-18)。
其實，耶穌基督也親自應許，「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
門，就給你們開門。8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
就給他開門。」(太 7:7-8) 換句話說，祈禱的力量是何其大！ 

弟兄姊妹，我們多禱告，就多力量；少禱告，就少力量；不禱告呢？就沒
有力量，也不能體驗神大能的彰顯啊！這樣看來，我們是否應該更積極為
週刊的代禱事項祈禱，為弟兄姊妹彼此代禱？  

上主日出席人數 普通話 崇拜 成人102人 粵語十一時崇拜 成人185人 粵語五時 崇拜 成人64人  共共共共351人人人人    小童 4 人 小童 4 人 小童 0 人 共共共共 8人人人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4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25 人 共 84人人人人    中學主日學 5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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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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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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費奉獻 進度表(至 2015年 11月 24日) 上週獻金 實收奉獻 $439,944 $8,831 預算支出 $451,923 $9,615 差距 -$11,979(-2.7%) -$784(-8.2%) 【本月獻花】  羅安牧師夫婦、羅迺雄夫婦、朱王惠英、林羽莊 & family、Sandy Au、 

Jason + Ivan Yip、Simon + Sherry、Vicky + Tony Yu、Li Ping Han、John + Tina 

1. 大使命:東帝汶福音派長老宗教會     作為澳洲長老總會的合作教
會，本月召開了已成立 7年的第二屆聯合大會。東帝汶的福音派基督
徒佔人口 2.6%，請大家為總會在東帝汶的事工禱告。  

2. 關心近日國際事件    繼上月一架俄羅斯客機在埃及被炸毀，上兩週
巴黎連環槍擊案，及本週一架俄羅斯戰機在土耳其領空邊界被擊落，伊
斯蘭國恐怖分子變本加厲破壞世界和平，導致國際關係格外緊張。美國
於本週也在國內發出世界性旅遊警告，勸導國民減少外遊。求主伸出公
義的手，懲罰製造動亂和破壞和平的惡者，又賜各國領袖人民依靠我們
相信獨一的真神，憑上頭來的智慧抗敵。 

3. 南澳山火    氣候變化導致維多利亞州、新南威爾斯州、南澳、首都
地區等地紛紛出現創紀錄的高溫天氣，導致山火季時間更長、災情更
嚴重。請為正在南澳發生的山火祈禱，盼望火勢延燒早日受控制，傷
亡人數不再持續，受災人士得安慰。  

4. 聖誕外展   請為本週六(12 月 5 日)晚上 7:00 本堂舉辦的聖誕外展活
動祈禱。求主賜福當日使節目安排妥當，人手配合得宜，天氣涼爽宜人，
和更多的福音對象認識教會，聽聞福音。 

特別需要：  

1. 羅安牧師及師母已遷入同一間老人院，求神保守他們在老人院的適應。 

2. 為身體欠安的肢體：羅溫妙佳師母、陳素珊傳道、李小容姊妹、李印
生姊妹、林羽莊姊妹及其父母林羅鍾綺姊妹和林佩豐弟兄、及在香港
的謝宏光弟兄等；為長期因身體軟弱而未能參加崇拜的肢體:彭何妹
姊妹、賈振國弟兄和莫何鳳仙姊妹代禱。 

中文大使命 （至 2015年 11月 09日） 實收奉獻  $65,210 全年奉獻目標 $64,700 差距 +$510(+0.8%) 

建堂奉獻進度表 (至 2015 年 09 月 30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46,953 $54,000 -$7,047 (-13%) 建堂建堂建堂建堂奉奉奉奉獻電子轉帳獻電子轉帳獻電子轉帳獻電子轉帳: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銀行銀行銀行銀行:Westpac Bank         建堂帳戶建堂帳戶建堂帳戶建堂帳戶:032-000 206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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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綱：「毗努伊勒」                         創世記 32:22-32 

引言   

一. 進退維谷 (32:22-24)  

二. 神人較勁 (32:24-25)  三. 生命突破 (32:26-32)  
總結:  

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     
1. 普通話洗禮及轉會 普通話洗禮及轉會 普通話洗禮及轉會 普通話洗禮及轉會         感謝神普通話堂是日共有八人轉會以及有一人接受成人洗禮，歡迎這九位弟兄姊妹加入天恩大家庭 。 

2. 聯合月禱會   聯合月禱會   聯合月禱會   聯合月禱會   將於本週五（12 月 4 日）晚上 7:30 舉行。題目為「年終感恩」，敬請盡量抽空出席。 

3. 資料更新資料更新資料更新資料更新       是日繼續進行教會會眾的個人資料更新，尚未更新的會眾請向司事索取「個人資料」表格，填寫後投入收集箱。 

4. 年終感恩年終感恩年終感恩年終感恩                是日繼續進行年終感恩奉獻。如有年終感恩的意願，請向司事索取奉獻封放入獻金，然後投入奉獻袋或交回辦公室即可。如欲網上電子轉帳，請注明作 Thanksgiving 用，銀行:Westpac Bank，帳戶名: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帳戶:032-000 274948。 

5. 「頌歌悠揚 「頌歌悠揚 「頌歌悠揚 「頌歌悠揚 - 聖聖聖聖誕誕誕誕平安傳萬家平安傳萬家平安傳萬家平安傳萬家」聖誕外展     」聖誕外展     」聖誕外展     」聖誕外展     將於本週六(12 月
5 日)晚上 7:00 在本會第一禮堂舉行。粵語為主，內容豐富，除了 特別節目，還有音樂表演等，費用全免，歡迎邀請新朋友參加，其宣傳簡介可於司事枱索取。 

6. 粵語五時查經預習粵語五時查經預習粵語五時查經預習粵語五時查經預習    是日下午 2:30 在第五課室舉行，請有關人員依時出席。  
7. 新年獻花新年獻花新年獻花新年獻花        2016 年之主日獻花歡迎參與，請自選月份並通知組牧及繳交獻花金，每份$30，尚未入組的會友，請到辦公室登記。  
8. 海天月曆海天月曆海天月曆海天月曆            凡已登記訂購月曆的弟兄姊妹，請通過組牧到辦公室領取，如果未入組的請自行到辦公室領取。 

9. 聖誕聚餐    聖誕聚餐    聖誕聚餐    聖誕聚餐    聖誕日（12 月 25 日）聯合崇拜及洗禮結束後將有聖誕聚餐，成人每位$10，2 至 12 歲兒童每位$5，憑票入座，名額有限，組員可向組牧報名，未入組的朋友可於午膳或晚膳時間到禮堂售票處預定餐券，是日截止。 
10.親子樂園親子樂園親子樂園親子樂園    本週五（12 月 4 日）為本年度最後一次活動，明年復課日期將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