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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龍牧師

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主後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二日

有時在悉尼行走會看見一些露宿者在街頭行乞，其中不乏傷殘人士，
特別顯得可憐。但每當看見年青力壯的露宿者的時候，我腦袋裡卻充
滿著論斷人的思想：「他們在幹什麼呀？一定犯過什麼過失才會落到
如此田地！」越想越慚愧，我這麼樣的思想其實是何等的冷酷無情！
論斷人比憐憫人的確來得容易。我們可能對做錯事的孩子責罵說：
「我在你的年紀的時候絕對不會犯如此的錯！」可能不滿飛機上控制
不了兒女哭喊的父母們：「他們怎麼攪？連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
可能揶揄遇著經濟困難的人：「你們在理財方面的抉擇是多麼的愚
蠢！」更可能看輕其他比不上我們自己的人：「若果他們積極進取一
些、努力一些，或許就會能跟上我的成就！」
神因祂的大愛並不會任由我們如此下去的。祂把我們放在各樣困苦的
情況裡，讓我們得以看見自己的愚拙、軟弱，以致最終能夠懂得對其
他正在掙扎中的人們抱持忍耐及關心的態度，不再只懂得各方面的論
斷。
使徒保羅在歌林多後書 1:3-4 這樣說：「3 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的父上帝，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上帝。4 我們在一切患
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上帝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
難的人。」每當我們生命中遇上各樣的困難時便應該記住保羅所講
的，明白神不單是要我們從中得以成長，信心得著磨練。我們更要從
中學習，從而懂得如何去安慰其他有需要的人。
除此之外，神給我們苦難及安慰亦讓我們知道生活的安穩只能在祂身
上找得著，生命本身根本就是充滿著不明朗的景況，每分鐘都不能夠
肯定下一分鐘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因此，我們從中明白了箇中玄機
後，便更有能力放下自己的舒適及習慣。當舒適及習慣不再阻礙我們
花時間及精力在別人的生命時，我們便能更有效地被神使用，成為祂
的恩典、福氣及憐憫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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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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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人88人
成人62人 共3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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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 小童—人 粵語十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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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3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13 人 中學主日學 40 人 共 5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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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大使命:中澳教會合作 澳洲聯合教會會長斯圖亞特•麥克米蘭（Stuart
McMillan）已於 5 月 16 日訪問了中國基督教協會。斯圖亞特會長的首
次出訪設在中國，是希望進一步促進雙方在社會服務和神學教育等事工
上的合作。請大家代禱，求主成就教會合作的美事。
2. 「同性婚姻與聯邦大選」講座
求神使用本週六（18 日）的講座，讓
大家懂得這次聯邦大選的重要性，知道如何能夠好好的運用我們的選
票。
3. 洗禮及轉會禮
為本月 26 日（主日）在各崇拜中舉行的洗禮及轉會禮
祈禱，求神讓祂的福音及恩典得以從中彰顯，令信徒們得著造就，蒞臨觀
禮的朋友們得以認識祂。
4. 悉尼發現致命海落因
據《悉尼先驅晨報》報道，一批致命的海洛
因流入悉尼，已經有 13 人身亡，亦說明海洛因在悉尼的泛濫。求神讓
祂的恩典及憐憫把人心改變，讓癮君子們在祂的身上找到盼望，憑著祂
得以改過自新，亦好使社會治安得以改善。
特別需要：
1. 成人區鄧綺雲姊妹（Didy）仍在院接受治療，情況反復，求神繼續施恩看
顧，讓她盡早康復。
2. 十一時崇拜王友國弟兄（Peter）繼續在家休養，求神讓社工能盡早提供
適當家居服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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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4 月 30 日)
1.

實收奉獻
$18,409

預算支出
$24,000

差距
-$5,59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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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度表 至
(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經常費奉獻

2016

年 06 月 07 日)

$208,649
$232,212
-$23,563(-10.1%)

上週獻金
$8,399
$10,096
-$1,697(-16.8%)

中文大使命

至 2016 年 04 月 30 日）

（

實收奉獻
奉獻目標
差距

$13,983
$32,000
-$18,017(-56.3%)

【本月獻花】 羅安牧師夫婦、林羽莊 & family、Sandy Au、Amy Xu、高舜誠
余凱麟家庭、Elaine Lam、Ruth Tam、Keith + Mabel Wong、Hung + May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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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同性婚姻與聯邦大選」 由鹽光使團主辦，本會協辦之關注社會
議題講座，將於 18 日（本週六）下午 2:30-4:30 在本會第一禮堂舉行，
以粵語主講，普通話傳譯。免費入座，呼籲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2. 教會停車埸
為照顧傷殘人士及有特別需要的家庭，教會每年將會
按需要的優先次序重新安排主日預留停車位。弟兄姊妹如有需要（包
括現有車位者），請向辦公室登記並索取泊車指引。截止登記日期為 6
月 26 日（主日），重新安排的停泊車輛將於 7 月 3 日（主日）公佈，而
7 月 10 日（主日）將開始執行新的泊車編排。
3. 粵語培訓課程
「舊約縱覽」、「信仰探索班」及「哥林多前書」研讀
是日繼續上課，其餘課程繼續接受報名。查詢：盧偉民長老（0413 806
351）。
4. 普通話成人主日學
「創世記」和「轉會及洗禮班」是日繼續上
課，敬請參加的弟兄姊妹準時上課。
5. 沈祖堯教授悉尼粵語公開講座
「最愛是誰」將於 27 日（週一）及
「與關懷者的一席話」29 日（週三）在本會及雪梨華人宣道會希伯倫堂
舉行。免費入場，自由奉獻，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詳情請參閱海報。
6. 「長者日」
講座「骨質疏鬆與我」將於 7 月 2 日（週六）上午 10:00
至下午 12:30 在本會第一禮堂舉行，費用全免，會後有午膳供應，擬參加
者需報名，每位五元。查詢:黃高懷德教士（Rosemary Wong）。
7. 「澳神」粵語神學講座
「同性『婚姻』是人權嗎？」將於 7 月 2930 日舉行講座及培靈會，講員：關啟文教授。因名額及場地所限，請及
早報名。查詢：楊黎慧貞姊妹或文慶輝長老。詳情請參閱單張海報。
1.

撒上 18

講道大綱：「嫉妒的心」
引言：
一. 嫉妒使人窮乏

二. 嫉妒使人迷惘

三. 恩召中的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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