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華人長老會

賴偉青牧師

塔省不愧為旅遊勝地！雖然地廣人稀，但交通卻非常發達。各處湖江山色
與海岸風情都使人滌蕩心靈，樂而忘返。感謝主，本月初難得一家人往塔
省觀光度假，享受了整整一星期的家庭樂。
記得從 Hobart 往 Mt Roland 途中，我們需要在一個叫 Bothwell 的小鎮上加
汽油，油站對面站立著一所美麗的聖公會教堂。我付汽油費的時候，我向
油站店主讚賞這小鎮的寧靜和優美，這位上了年紀的女店主說，「對啊，
很寧靜，只有二三百人居住！」我接著說：「這裡生活一定優哉悠哉了。」
她卻回應：「這裡沒有球場，沒有戲院，沒有娛樂場所，沒有很多年輕人，
生活單調，沒什麼趣味！」我禮貌地以笑容向她道別後，想看看這小鎮的
規模，便駕車沿著大街兜了個小圈，發現有一間細小的遊客中心。我和太
太進入時，門前有一位老婦人告知：「遊客中心的負責人不在，讓我接待
你們吧！」我好奇的問：「是假期？」老婦人似笑非笑地回答：「非也，
是懶惰！」在寒暄中，發現老婦人年青時曾經在我家附近的一間名校任教
30 多年，非常熟識悉尼環境，這使我們對話增添了幾分親切感。我好奇地
問：「街口的教堂非常漂亮，有很多人參加聚會嗎？」她回答：「從前是。
但現在是人去樓空，一個月只有一次聚會，每次不超過十人，牧師每次也
是從 Hobart 專誠過來。」說罷，便遞上門匙，叫我們進教堂去自由參觀。
她的率直與友善與一般的都市人有很大分別。我們帶著好奇心參觀這個
沒有在行程內的教堂，通過辦公室進入禮堂，發現各樣擺設整潔齊全，只
是沒有人，孤清清的，缺乏生氣。我想：這所教堂這樣宏偉，肯定有過它
興旺的時期……可是教會的美，真的不在乎外表的堂皇，教堂沒有人，教
堂就只是一座建築物，無論過去有多少光彩，都不會有人記念，同樣，一
個社群沒有主耶穌，就沒有喜樂，也沒有盼望。這叫我想起耶穌說的鹽和
光：「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
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太 5:13)
所羅門王飽歷人生，宣稱「已過的世代，無人記念；將來的世代，後來的
人也不記念。」(傳 1:11)弟兄姊妹，人生也是如此，沒有主耶穌，沒有聖
經話語的信仰，屬靈生命只會是一個空殼，外表看似有型，卻缺乏內涵。
人生可以是一個悲哀，唯有聽傳道者勸導：「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
未來到，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當記念造你
的主。」(傳 12:1) 所以，真正美麗的人生，必須有主耶穌住在心中。
上主日出席人數

成人97人
成人57人 共308人
成人154人
普通話
崇拜 小童 1 人 共 19 人
崇拜 小童 15 人 粵語五時
崇拜 小童 3 人 粵語十一時
中學主日學放假 共 0 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放假 粵語兒童主日學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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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主後二零一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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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時十五分粵語崇拜程序

序 樂 會眾默禱)
宣 召 詩 146:10
讚美
禱告
讀 經 啟 1:8; 4:1-11
證 道 「我信上帝」
牧禱
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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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聚會時 間

英語崇拜 Lidcombe 9:45am/5:00pm
普通話崇拜 9:30 am
英語崇拜 Burwood 10:00am/5:00pm
粵語崇拜
11:15am/5:00pm
中學級主日學 11:15am
兒童主日學
9:30am/9:45am/11:15am
地址 Address ： 36-40 James Street, Lidcombe, N.S.W. 2141, Australia
電話
： 02) 9643-1999 傳真 Fax ： 02) 9643-2255
電郵 Tel
Email ： g c p c @ gc p c . o r g. a u 網址 Web site: www.gcpc.org.au
行政主任 Office Administrator ： Mrs. Phebe Wan 尹太
辦公時間 Office hour ： 週二至週五 Tue-Fri 9:30am-6:00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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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大使命:海外基督使團 馮浩鎏醫生上月於聖路易市舉行的 Urbana 學
生宣教大會 2015 擔任講員。他向一萬六千名青年與會者分享如何準備自
己成為神的宣教的器皿。求主親自做工，大大使用青年宣教士。
2. 關心近日國際事
近幾個月國際性金融市場大波動，油價下跌，各主要
經濟指數不斷下滑，實在反映出世界經濟不景氣現象。請為你的鄰舍，朋
友，和身邊的弟兄姊妹祈禱，不會隨著股市的波動而過分擔心。求主看顧
人的心，勝過保守其他一切，好叫信靠主的人，專心尋求神，堅信生命比
財富更是寶貴。
3. 天恩學生
中小學假期剛剛完畢，新學期又開始了。為到本堂各小學和
中學生祈禱，求主賜他們聰明智慧，在學習上專心，有果效，為主作美好
見證。又為各大學生祈禱，在未來一個月會陸續平安歸回，順利辦理入
學，住宿等手續；求主賜他們充足休息，帶領他們回來專心學業，又能熱
心事奉神。
4. 五時粵語崇拜
為昨天完成一整天的事工學習和交流感恩。求主帶領和
感動各人堅守崗位，在事奉中滿有喜樂，信心和智慧。又求主繼續供應各
方事奉人手，好叫各事工得以擴展。
特別需要：
1. 粵語成人區焦偉民弟兄已平靜安穩返回天家，請為他的太太及兒女代禱，求
主安慰他們。
2. 普通話堂陳文姍姊妹的媽媽得了末期癌症，求主繼續賜平安給他們一家。
3. 求神繼續保守羅安牧師及師母在老人院的適應，又為他們的健康狀況代禱。
4. 為身體欠安的肢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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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堂奉獻進度表 (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1.

實收奉獻
$69,340

進度表 至
(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預算支出
$72,000

差距
-$2,660(-3.7%)

建堂奉
建堂奉獻電子轉帳: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銀行:Westpac Bank
建堂帳戶:032-000 206603
經常費奉獻
中文大使命

2016

年 01 月 26 日)

$31,852
$40,385
-$8,533(-21.1%)

上週獻金

$8,803
$10,096
-$1,293(-12.8%)

（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實收奉獻
全年奉獻目標
差距

$72,138
$64,700
+$7,438(+11.5%)

【本月獻花】 羅安牧師夫婦、林羽莊 & family、Sandy Au、簡意峰夫婦、
黃志雄夫婦、 Kam Chun Mar—Young、Ann Dam 、Anita, Eric Lam &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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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同工放假 郭子龍牧師放年假至 2 月 10 日。
中學/兒童主日學 是日復課，敬請家長留意 。
教會網站更新 教會網站現已更新，講道錄音已經恢復上載。此外，每
週的牧聲也會上載到網頁，方便轉發給親友。歡迎弟兄姊妹瀏覽教會網
站： www. gcpc.org.au。
4. 普通話親子樂園
將於本週五（2 月 5 日）早上 10:30-12:00 恢復聚會
（學校假期除外），現需義工幫忙，詳情請查詢：鄧子揚傳道。
5. 普通話培訓課程
「信仰探索班」、「創世記研經班」和「洗禮跟進班」即
將開課，詳情已印在報名表上。報名與查詢：王茜（Doris Wang）姊妹。
6. 姊妹查敍組
「團年及迎新」將於本週六（2 月 6 日）在第一禮堂舉行，
時間為上午 10:00 至下午 2:00（包括午膳時間），歡迎姊妹們參加。查詢：
黃高懷德教士。
7. 長青區團拜
將於 2 月 10 日（週三）上午 10:00 在教會集合後外出飲茶，
歡迎邀請新朋友參加。報名及查詢：賴周月明師母或黃高懷德教士。
8. 普通話春節元宵慶祝會
「迎新春、慶元宵之人約黃昏後」將於 2 月 20
日（週六）下午 5:30 至 8:30 在本會第一禮堂舉行，歡迎弟兄姊妹邀請新朋
友參加，報名：傅偉愉姊妹。
9. 晨光粵語親子講座 「如何培育一個合作的孩子」將於 2 月 19 日（週五）
上午 11:00 至下午 1:00 在 627 George Stree, Haymarket 舉行，講員:馬在慈女
士。查詢及報名 02 9211 9988。免費入場，自由奉獻，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10.澳神課程
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 2016 年第一學期神學證書及文憑課程：
「神學導論」、「釋經學原理」及「舊約基礎」現開始接受報名。詳情請見
www.ctca.org.au 或聯絡學院（電郵:ctca@ctca.org.au 或致電:9715-2992）。
11.「生命之道」查經課程
「約書亞記」將於 3 月 8 日於本會開課共 8 堂，
逢週二晚上 7:45—9:45，有意參加者請從速向辦公室或電郵報名。
1.
2.
3.

講道大綱：「我信上帝」
引言： 1.「使徒信經」是什麼東西？
2. 「使徒信經」第一句說什麼？

（羅 10:9-10）
二. 全能的父 （啟 1:8; 太 6:9 上）
一.「信經」的信

三. 造物主宰 （啟 4:1-11）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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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1:8; 4: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