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華人長老會
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主後二零一七年七月二日

鄧子揚傳道

日前 BBC 新聞有一則，提到一位前意大利選美小姐謝西加（Gessica Notaro），
遭前男友毀容後的訪問。謝西加在電視訪問中，揭開頭巾後，不諱地向人展示
她被強酸腐食後的樣子，說：「這就是他向我所做的事……我很想他來看看他
所作的事。」她憶述當她在醫院時，她向神禱告說：「取去我的美貌吧！但請
留下我的視力。」結果，她的右眼奇跡地安然正常。現在的謝西加回到她之前
的工作，是一位在當地海洋館內的海獅訓練員。
謝西加被淋強酸的新聞發生在今年初，我也有所記憶，因為報道形容該男子「將
樽內所有的液體倒盡，沒有留下一滴」。那時我心想：這男人一定是非常恨這
女子，要這樣致她於生不如死之地。事隔半年再讀這則新聞才知道，原來又是
一宗感情悲劇。分手後，因愛成恨，報道指出男的變得嫉妒、跟蹤女方、出言
威嚇，最後痛下毒手，背後心態仿佛是宣告：「我得不到的，別人亦同樣；我
失去尊嚴，必雙倍奉還」。謝西加分享說：「這不是愛」。
上個月我們講道經文中，亦看到有類近的故事，就是大衛的長子暗嫩，千方百
計地要得到自己的妹妹他瑪，但當他奸計得逞後，暗嫩竟然「極其恨她。那恨
她的心，比先前愛她的心更甚。對她說：『你起來，去吧！』」（撒下 13:15）
暗嫩對他瑪的態度，改變之大和轉換之快，使人乍舌之餘，亦叫人難以理解。
為何苦苦相求的人得到後，卻以敵人相待呢？若我們將謝西加的前男友和暗
嫩，放在一起作對比的話，縱然他們感情變酸的原因有所不一，但這兩位男人
都有著很相似的行為模式。首先，他們都有強烈佔有目標的態度；第二，他們
都以不法手段來表達他們的霸佔慾望；第三，他們事前都沒有以常理來計算代
價；第四，當事情超越自己控制範圍後，他們以更負面的情緒來應對，暗嫩選
擇了逃避，而謝西加前男友則選擇了毀壞；第五，他們都不知何謂愛。
聖經明確地告訴我們，霸佔慾、不擇手段和他們那些負面情緒都是肉體的情慾
（弗 2:2-3; 加 5:19-21），而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特別是男士，我
們總會容易為了保存自尊面顏而憤怒，使身邊人蒙受損傷，難怪保羅說：「我
願男人無忿怒，無爭論，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提前 2:8）意思就是叫
主內的男士們：少動怒，將自己分別為聖的手，努力做神所喜悅的事；少爭辯，
將眼前的事告訴主，並信靠祂必有所回應。我們都明白主耶穌愛我們，祂說：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
豐盛」（約 10:10）。為我們這些滿是問題的人犧牲，並帶給我們豐盛生命，使
本來不配的人得益，這就是愛！故此，暗嫩和謝西加的前男友那樣的霸佔，跟
盜賊差不多，所以俗語說「因愛成恨」時，我們當看看那是怎麼樣的「愛」。
上主日出席人數

普通話 成人 116 粵語 11 時 成人 191 粵語 5 成人 85 Bonnyrigg 成人 25 共 417 人
崇拜 小童 8 崇拜 小童 4 時崇拜 小童 2 普通話崇拜 小童 3 共 17 人
共 78 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8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30 人 中學主日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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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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婀是我力量 全地至高是我主
以愛還愛 尋回起初的愛心
撒下 18:1-19:8 [讀 1-18]
「盛氣凌人」
尋回起初的愛心
以愛還愛
(報告)
(眾立同唱)
(會眾同唱主賜福看顧你)
(會眾彼此祝福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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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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崇拜
10:00am/4: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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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nyrigg 堂地址 Address ： 14-16 Bibbys Place, Bonnyrigg, N.S.W. 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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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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大使命: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 本院訂於本月 28 至 30 日假座基督學院舉
行粵語神學講座，主題為「耶佛對話—如何向佛教徒傳福音」。請為宣
傳，報名，以及講員池耀興博士及陳耀南教授的準備代禱。為學院的經濟
需要代禱，2017 年預算增加兩成，須繼續仰望主供應。2017「信心認獻計
劃」尚未達標，求主感動更多人參與。
2. 四川山體垮塌災害
四川茂縣新磨村於 6 月 24 日發生嚴重山泥垮塌事
故，目前確認只有 15 人安全，10 人遇難，仍有 90 多人失蹤。茂縣也是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中 10 個極重災區之一。求神憐憫！賜當地有平安，又感
動當地教會和信徒們，積極接待和安慰遇難者們，使他們得著身體上的幫
助，也能夠認識基督。
3. 為外展感恩 感謝神！長者日及「聖誕在七月」於昨天順利完成，又讓肢
體們在服事中有喜樂和熱心。求主使用我們的努力和善工，叫福音的種子
在各人心中成長，使人認識主基督，生命因信靠祂而得釋放。
4. 月禱會 感謝基督的救贖，賜予我們禱告的權柄！求神感動弟兄姊妹，積
極為神的聖工時常代禱守望，使教會常得蒙保守，少被那惡者攪擾，又使
眾人在月禱會的互禱中得力，經歷主恩同在和鼓勵。
特別需要：
1. 胡雷寶玲姊妹已返回老人院，求主繼續保守;亦讓胡克儉弟兄及王胡嘉坤一
家有足夠的精神及體力照顧胡太，並賜他們平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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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月 31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1.

$25,611

進度表(至

$30,000

經常費奉獻

年 6 月 27 日)

上週獻金

-$4,389(-14.6%)

中文大使命

（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

$22,211
實收奉獻
實收奉獻
$268,094
$8,568
$30,000
奉獻目標
$262,500
$10,096
預算支出
-$7,789(-26%)
差距
+$5,594(+2.1%) -$1,528 (-15.1%)
差距
教會賬戶名稱: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銀行:Westpac Bank
建堂帳戶:032-000 206603 經常費帳戶:032-000 274948 大使命帳戶:032-000 206611
【本月獻花】 羅安牧師 林天全夫婦 林羽莊 & family Sandy Au Keith & Mabel
2017

Elaine Jane Phung Family Carmen & Ming
-2-

Winnie Fang

家事分享
1. 總會年會
紐省長老宗年會將於明晚 7:00 在雪梨長老宗女子學院開始，一
連五天由早上 8:30 至晚上 6:30，討論全省教會事務。本會已按立之牧師將代
表出席會議。
2. 七月份月禱會
粵語將於本週五（7 日）晚上 7:45 在第一禮堂舉行；普通
話同時於辦公室外行政範圍內舉行，敬請抽空出席。
3. 兒童及中學主日學
假期開始，下學期將於 23 日復課，敬請家長留意。
4. 粵語培訓課程 「個人培訓教師訓練班」 下主日（9 日）開課，凡已報讀的
弟兄姊妹請依時出席。查詢：盧偉民長老 0413 806 351。
5. 「生命之道」查經課程 「雅各書」將於 8 月 8 日（週二）開課至 9 月 26 日
（共 8 堂），逢週二晚上 7:45—9:45 於本會第一禮堂舉行，為方便統籌和編組，
有意參加者請從速向辦公室或 https://www.cgst.edu/hk/cht/WolCourses/index/
au 報名。
6. 聖經講座及讀經日營
由澳洲環球聖經公會主辦，雪梨華人基督教聯會
協辦，粵語聖經講座將於是日晚上 7:00 於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舉行。普通
話讀經日營將於本週六（8 日）上午 9:30—下午 4:30 在百思道華人公理會
舉行，主題為「活出智慧人生」。講員：謝挺博士。查詢：黃建輝牧師。詳
情請參閱海報。
7. 粵語公開講座
本週六（8 日）分別有「家新」舉辦的公開講座：「塑造『信
三代』的人生」及「婚姻下半場」，講員：區祥江博士。詳情請參閱海報。
8. 普通話公開講座
7 月 16 日（主日）和 17 日（週一）晚 7:30 分別會在本
會和中央浸信會有公開聚會，題目為「迎接黎明：抬望眼」，講員：陳廷忠博
士，詳情請參閱海報。
9. 週末閒情覓神蹤
此福音外展活動逢週六下午 12:30 –2:30 在本會第二禮
堂舉行，有精美午膳、短講以及討論時間，請盡量邀請未信主的親朋戚友參
加。查詢：郭子龍牧師。
10.招請有酬園藝工作者
教會招請園藝工作者一名，負責打理教會園藝、花
草一切事宜，有興趣者請聯絡黎鏡庸值理（0414 822 476）咨詢詳細資料。
撒下 18:1-19:8

講道大綱：寬容待人
引言：
一.大衛對其他人的一再寬容對待
二.約押對大衛不忠仍被寬容對待
三.被神寬容對待下亦要如此待人
結語 :

Wallace + Janet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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