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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Honouring Objectives for 2017

简介
在新一年的开始，藉着祷告和上帝所赐的力量,为自己的生命设下荣
耀上帝的目标,对我们的灵性是必要的,也是有益处的。
在新的一年，我们忆起神美好的约以及祂一直以来的怜悯与恩典。
然而，我们也有责任为自己和家庭定下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以配得
主的呼召。让我们来思考一些实际和荣耀上帝的“新年计划”：
1. 让自己有规律地默想
默想、学习
祷告。
默想 学习和应用神的话语、且要常常祷告
学习
祷告
2. 要经常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
经常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回应神藉着祂话语所启示的，当
经常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
以圣洁的妆饰敬拜祂。
3. 藉着神所指示的，与挚爱的人分享基督的福音
与挚爱的人分享基督的福音，带领当中一些
与挚爱的人分享基督的福音
被神所拣选呼召的来归主，且藉着玛拉那答堂坚固他们的信仰
协助他们灵性成长。
4. 与他人分享神所赐予我的资源，并且乐意地献上十一奉献，为
与他人分享神
扩展神的国度。
5. 发掘、
发掘、培养和应用神所赋予的属灵恩赐，用它来建立他人、荣
培养和应用神所赋予的属灵恩赐
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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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了表明我对主的爱
表明我对主的爱，我要合乎主用，配得主的呼召。
表明我对主的爱
7. 不要停止圣徒的聚会，积极参加主日敬拜、团契、主日学、祷
不要停止圣徒的聚会
告会及邻里查经班。
8. 一起配搭事奉并肩负起玛拉那答堂的众圣徒及其家人的属灵利
一起配搭事奉
益。
9. 过敬虔的生活，
过敬虔的生活，成为神的好管家，投入有意义的事工来帮助那
成为神的好管家
些需要安慰和鼓励的人。
10. 要显示温柔和乐于助人的精神，并致力于建立玛拉那答堂的团
要显示温柔和乐于助人的精神
结及成长，成为基督的真门徒。
新年里实际的行动包括了：
A. 要随时预备
随时预备主的再临，为祂的再临做好充分的准备，使自己没
随时预备
有玷污，无可指摘，好安然见主（彼得后书 3：14） 。不管是
言语或行为，都要以神为中心，时时警惕，并且要顾念天上而
要顾念天上而
非地下的事。要随时能够在基督面前交账。
非地下的事
B. 要忠于
忠于信仰，时时防备，免得跌倒
(彼得后书 3：17； 希伯来
忠于
书 3：12-14) 或被恶人的错谬诱惑 (彼得后书 2：1-3)。在主
即将来临之际，保持警醒，竭力
竭力在祂的教会建立圣徒
竭力在祂的教会建立圣徒、
在祂的教会建立圣徒、解救灵
魂，免得有人因惰性或疏忽，被假先知的异端，迷恋于堕落世
界的世俗消遣，而把永生神离弃了。
C. 每天读经、
每天读经、默想神的话语，因它是我们得救的指南、我们的灵
默想神的话语
粮 (雅各书 1：21)，为我们的属灵成长提供所需的养分（彼得
前书 2：2）、预防圣徒离道或被假先知误导（希伯来书 2：1-3;
使徒行传 20：29-32）。如果我们要灵命成长，就必须每天早上
花时间思考神的话语。要有计划
要有计划，
要有计划，有系统地在一个适当、
有系统地在一个适当、不容
易分心的地方默想神的话语。
易分心的地方默想神的话语。耶利米书 15:16 说，“耶和华万
军之神阿，我得着祢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祢的言语是我心中
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祢名下的人。”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
2:15 中也说道：“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
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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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培养天天代求
天天代求的纪律。祷告不仅是与上帝保持联系，也是唯一
天天代求
能获得上帝属灵力量和平安的途径帝。腓立比书 4：6-8 要我们
按着祷告事项，每天腾出时间来彼此代祷。让我们用心竭力地
让我们用心竭力地
在每周三的傍晚八点钟，
在每周三的傍晚八点钟，来教会参加祷告会。公祷能使教会众
来教会参加祷告会
圣徒齐心，信心得以坚固。雅各书 5：16-18 说：“所以你们要
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
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
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
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安然见主，
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就得“不住地祷告。”（帖撒罗尼迦前
书 5: 17）
E. 定期和准时参加教会的主日敬拜
参加教会的主日敬拜。要有意识地定期和准时参与
参加教会的主日敬拜 要有意识地定期和准时参与
主日敬拜、
主日敬拜、主日学、
主日学、查经班、
查经班、各团契及聚会（
各团契及聚会（如退休营、
如退休营、劳动
节讲座、
节讲座、儿童圣经营、
儿童圣经营、元旦聚会等）
元旦聚会等）。这些活动在于鼓励信徒
对上帝忠诚奉献与敬拜。这是我们互相劝戒、鼓励的方式。希
伯来书 3：12-13 说道“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
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与其他基督徒的聚会可以坚固我们在主里的信心、相互建立、
鼓励。
F. 致力于使自己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
致力于使自己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彼得后书 3:18 说道，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
荣耀归给祂，从今直到永远。阿们。”使徒彼得写到有关在基
督知识上长进所带来加倍的祝福（彼得后书 1：2）。神的神能
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
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彼得后书 1：3）。彼得后书 1：5-8
补充说，我们需要努力培养基督般的品格。属灵上的殷勤能叫
我们如彼得后书 1：10-11 所说的：“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
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
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
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和你的孩子或父母今天得救了吗？这
应该是我们在新的一年所关注的。我们不该把孩子的救恩当作
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唯有藉着基督与上帝赐予的恩典，他们才
可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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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成为虔诚基督徒的典范。
成为虔诚基督徒的典范 这都是那些等待基督再来的人该有的
态度（彼得后书 3：10-11），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希伯
来书 12:14）。 实践敬虔的言行才能得到来生的应许。提摩太
前书 4：8“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惟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
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品行端正的行为和敬虔的生活，能
使坠落世界里的人能见证神的荣耀（彼得后书 2：12）。提防痴
迷于世俗的爱好如：跳舞、赌博、喝酒、电脑游戏、世俗音乐
等。在新的一年，让我们分别为圣以成为合乎主使用的器皿
分别为圣以成为合乎主使用的器皿。
分别为圣以成为合乎主使用的器皿
结语
健全的新年决议具启发性，能激励我们不管在圣约家庭或教会里，
将神居首位，更忠心地事奉荣耀祂。这决议包括每天有系统地阅读
和默记经文、热切地祈祷。我们需要立志参加每主日的敬拜，努力
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中成长。圣洁和敬虔的生活将确保我们时时在
圣洁和敬虔的生活将确保我们时时在
正确的属灵状态中，
正确的属灵状态中，因为主即将再临。我们要做好准备，保持警觉，
因为主即将再临
在祂即将再临时，以喜悦和忠诚的心事奉、解救灵魂、建立圣徒。
孙友强牧师著
吴春萍姐妹译
黎甜甜姐妹校对

玛拉那答堂家庭照

在华文部事奉了好几年的
杨新文弟兄在 27 日回缅甸
家乡。我们在 26 日晚为他
饯行，同时也探讨华文部事
工的展望。


4

本周活动
(1 月 1 日 – 1 月 7 日)

时间
时间

活动
活动

地点
地点

主席/
主席/
主席/
/带领
带领
主席

主日学

挪亚方舟

方敬恒弟兄

早上 10 点 45 分 早晨主日敬拜

挪亚方舟

杨伟智执事

下午 4 点

派发单张

各个宿舍

-

傍晚 6 点 45 分

学唱当晚圣诗

教会圣殿

黎志强弟兄

傍晚 7 点

黄昏主日敬拜

教会圣殿

朱满新弟兄

傍晚 8 点 45 分

福音课程
耶稣基督的福音

教会办公室 方敬恒弟兄

早上 10 点

主
日

- 适合未信主，第一次来的

信徒课程
(真理与生命）

挪亚方舟

邝立东弟兄

婴儿室

孙友强牧师

- 适合已洗礼的信徒

洗礼课程
(西敏要理问答）
- 适合预备洗礼的

周
傍晚 8 点
三

祷告会

教会办公室 孙友强牧师

周
傍晚 7 点 30 分
五

查经班(查考创世纪)

黎甜甜
姐妹家

提摩太弟兄

周
傍晚 8 点
六

查经班
(查考以斯帖记)

挪亚方舟

提摩太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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