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華人長老會
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賴偉青牧師

記得我第一篇為「天恩」寫的牧聲是五年前的今日。那時我在回港度假途中，
感嘆香港的急速變化，由一個漁港轉化為一個五光十色的大都會，感嘆她經歷
過獨一無二起起跌跌的路程，感嘆每個人走的路也是不盡相同：偶然平坦，又
變得崎嶇；偶然花香常漫，又荊棘滿途；偶然有所選擇，又會令人無奈……無
論如何，香港是我成長的樂土。回想這三年在「天恩」牧會的日子，真是「苦
辣酸甜」的滋味啊！今日，暫時要在「天恩」的牧聲上畫上一個句號，也是非
一般滋味在心頭。
苦 – 非痛苦的苦，卻是吃苦瓜的苦。多數小孩子自幼不愛吃苦瓜，因為味道
異常，都是長大後，才會欣賞苦瓜獨有的苦味。牧會是勞心勞力的，甚至在某
些情況是有「苦」自己知，比初吃苦瓜不遑多讓，不過，苦的背後會散發甘
甜，難怪那些牧會愈資深的長輩，愈是懂得那苦盡甘來的滋味。
辣 – 非「辣招」的辣，卻是辣椒的辣。我少時從來不會沾辣醬，因為我以為
辣會阻礙我享受食物的原汁原味，到我長大後，才發現一只小辣椒用得合宜，
可以刺激味蕾，增進食慾。牧會呢？教會的事工繁多，會眾的性情各異，偶然
遇上辣手的情況，是在所難免。在社會上，一般會選擇「避之則吉」，但在牧
會的位分上，是不能逃避的。當面對這些「辣」，甚至是「麻辣」的時候，我
就視它為提神劑，提醒我「非勢力，非才能，乃是靠神的靈成事」，從而體驗
到神的權能和恩惠。
酸 – 非食物腐壞了的酸，卻是食物本質上的酸。食物腐壞了產生酸味，我們
自然不會吃，但牧會的酸是一種本質的味道。需要從忍受中欣賞，好比檸檬，
鳳梨，酸辣湯，酸奶，酸菜……如果當中沒有酸味，才是異常。既然酸味是神
創造百味中其中一種，又容讓「酸」存在牧會中，就當然要以品嚐的心去欣
賞，因為供應的主必定會加糖調和。
甜 – 當然是「苦水」變甜的甜 (出 25:22-25)。牧會充滿了苦，辣，和酸，如
果沒有糖去調和整合，這些味道都不是味兒。詩人形容「神的話比蜜甘甜，且
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詩 19:10b)。原來，事奉的人只要憑著神的話引導和帶
領，事奉的人生就豐富了不同的味道，苦辣酸味被調和後會比蜜更甘甜。
弟兄姊妹，每一個人的路都不盡相同，有崎嶇起伏的，有陰晴不定的，有驚濤
駭浪的……只要在途中有慈愛的主相伴，總會知道朝向曙光，邁步彩虹，因為
「誰敬畏耶和華，耶和華必指示他當走的道路」 (詩 25:12)。師母和我的離
開，代表了我們在「天恩」的服事暫時要畫上一個句號，但句號之後並非代表
終結，卻是一個新里程的開始。事奉人生是蒙福的，因為有以馬內利的應許。
願主內各肢體都能親身體驗聖經的應許：「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
何等佳美！」(羅 10:14-15)
上主日出席人數

普通話 成人 104 粵語 11 成人 170 粵語 5 成人 57 Bonnyrigg 成人 15 共 346 人
崇拜 小童 5 時崇拜 小童 8 時崇拜 小童— 普通話崇拜 小童 2 共 15 人
—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放假 粵語兒童主日學放假 中學主日學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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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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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時十五分粵語崇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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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事/迎新 (本週) 陶宗懿 李燕貞 卓桂英

(

下週) 吳昭彤 李文鐘 李梁美貞

主 日 聚會時 間

英語崇拜 Lidcombe 9:45am/5:00pm
普通話崇拜
9:30 am
粵語崇拜
10:00am/5:00pm
11:15am/5:15pm 英語崇拜 Burwood
中學級主日學
11:15am
兒童主日學
9:30am/9:45am/11:15am
普通話崇拜 Bonnyrigg 9:30 am
英語崇拜 Bonnyrigg 11:00am
地址 Address ： 36-40 James Street, Lidcombe, N.S.W. 2141, Australia
電話
Tel ： 02) 9643-1999 傳真 Fax ： 02) 9643-2255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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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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麟牧師
何威民牧師
司徒毅斌牧師
黃國威牧師

中文部主管/協理
粵語助理

0414-812776
0414-992706 青少年牧者
0403-109324 普通話牧者
0410-657532 Bonnyrigg 牧者

郭子龍牧師
賴偉青牧師
許彼得傳道
鄧子揚傳道
霍添炳教士

0416-199307
0404-742882
0404-949190
0410-513580
0411-786218

週禱事奉

家事分享

大使命:神州華傳一月代禱 本月 4 至 22 號，華傳澳洲組織的訪宣隊一行
十四人前往阿聯酋迪拜及鄰近的酋長國進行短宣，求神藉著整個團隊在主裏
的同心服事、彼此相愛，讓當地人能看到神奇妙的作為。
2. 澳大利亞國慶日
為澳大利亞慶祝 229 週年國慶感謝主的恩惠和保守，為到
我們能夠享受這裡廣闊空間、清新空氣、宗教自由、言論自由、人權自由和多
元文化交流等等感恩。求主激發主內弟兄姊妹對國家政制製定多關心，又多為
各州、各省、各地區政府公平公正本著愛心行使權力祈禱。求主興起更多愛神
愛人的政治經濟人才，好帶領澳洲從道德和基督信仰倒退中回轉。祈盼這個美
麗的土地更能見證神的榮耀，成為一個更蒙神賜福的國家。
3. 賴牧師離職 為賴牧師過去三年在本堂忠心服事感恩祈禱，求主親自引領
和保守賴牧師和師母前往東亞學習和體驗宣教的路，賜健康，加信心，加力
量和保守他們居澳的兒女平安，供應他們生活一切所需，在將要服事的地區
為主作見證，領人歸主，使神的名得榮耀。
特別需要：
1. 羅安師母於上週三（25 日）因腳部不適入院治療，已於上週五（27 日）返回
療養院，但仍需進一步診斷，求主醫治及看顧。
2. 為王胡嘉坤姊妹以方便照顧父母而尋找適合居所繼續代禱，求主帶領。
3. 華人長老會寶活堂的劉永富長老已於上週五（27 日）回家休養，求主保守。
4. 成人區鄧綺雲姊妹（Didy）和長青區林謝靜婉姊妹（林天全太太）在家休養，
求主繼續保守。
5. 為身體欠安的肢體：羅承香姊妹、陳素珊傳道、李小容姊妹、李印生姊妹、林
羽莊姊妹及其母林羅鍾綺姊妹、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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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儉弟兄、胡雷寶玲姊妹和莫何鳳仙姊妹代禱。
建堂奉獻進度表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1.

$74,905

$72,000

引言：

+$2,905(+4%)

建堂奉
獻電子轉帳
:GracePoint建堂帳戶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建堂
銀行奉:Westpac
Bank
:032-000 206603
中文大使命
經常費奉獻
（
至
2016
）
進度表(至 2017 年 1 月 24 日) 上週獻金 實收奉獻 年 12 月 31 日$50,826
實收奉獻
$42,403
$9,400
$97,000
奉獻目標
$40,385
$10,096
預算支出
-$46,174(-47.6%)
差距
+$2,018(+5%)
-$696(-6.9%)
差距
【本月獻花】 羅安牧師夫婦 黃志雄夫婦 簡意峰夫婦 陳景鵬夫婦 朱潤坤夫婦
Kim Man Young
Sandy Au
Christina Lam & family
Luke Zhao & Tina Long
Ha’s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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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牧師離職生效日期為 2 月 1 日，並於 3 月 26 日在本堂
接受宣教差遣，詳細內容將日後公佈。其間如有任何需要，歡迎直接與賴牧
師聯絡（0404 742 882）。
2. 同工外出 鄧子揚傳道是日外出證道，下午返回。
，敬請家長留意。
3. 中學/兒童主日學 復課日期為下主日（2 月 5 日）
4. 司機招募
由於教會泊車車位不足，以致有些會友須泊車於較遠處，有見
及此，教會考慮在 East Street 提供接送服務，現招募有酬駕車司機提供有關
事工服務，有興趣者請向黎鏡庸值理 Desmond（0414 822 476）查詢。
5. 普通話慶新春
將於 2 月 4 日（本週六）晚上 5:30 至 8:30，在第二禮堂舉
行，當晚節目有遊戲、敬拜、短講和晚膳（請每個家庭帶一道菜），查詢和
報名： Alice Chien。
6. 長青區團拜
將於 2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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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15，報名及查詢：黃高懷德教士或蔡吳萍如姊妹。
7. 姊妹查敍組
將於 2 月 4 日（本週六）舉行，時間為上午 10:00 至 12:00。
主題為「團拜及新書推介」，自備午膳，歡迎姊妹們參加。
8. 普通話成人主日學 將於 2 月 5 日（下主日）上午 11:15 開課，分別有「信仰
探索班」（歡迎所有願意了解基督教信仰的朋友，亦是洗禮的必備課程），由蔡
吳萍如姊妹（Linda）主領；和聖經書卷班「利未記」，由陳萬程教士主領。
9. 天愛婚姻家庭節 將於 2 月 11 日（下週六）下午 2-5 時在悉尼情人港國際會
議中心（ICC Darling Harbour）舉行，由趙曉以普通話主講，並有遠志明夫婦
作見証。門票$10，請向林彩民教士（Vicky Lin）查詢。
10.澳神課程
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 2017 年第一學期神學證書及文憑課程已開
始接受報名。課程「細讀士師記—萬劫不復之淵」於 2 月 8 日至 3 月 29 日（逢
週三）晚上 7:00 - 9:30 在本會上課，詳情請見 www.ctca.org.au 或聯絡學院（電
郵:ctca@ctca.org.au 或致電:9715-2992）。
講道大綱：「終極交託」
路 23:44-49
1. 賴偉青牧師離職

Erie Tong

一.交託原因
二.交託對象
三.交託意義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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