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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萬程教士
認識聖經對基督徒來說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每個教會主日崇拜，牧者
都在講道，每週都有主曰學、查經班、讀經小組，聖經課程等，以各樣
的方式、不同的方法來教導信徒，務求人人都有機會可以學習明白聖
經。有心追求及認識更多聖經的信徒, 更有神學院可以提供有系統的
神學教育。並且在科技發達的今天，還可以有網上聖經教育，越洋的視
聽聖經課程等。可見教會非常重視信徒認識聖經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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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好聖經人人有責，因為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聖經是真理，是信
徒生命的糧、生活的指導、是教會彰顯基督的依歸。人人讀聖經、學聖
經、活聖經。多讀、多學、多活，基督就在我們身上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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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是甚麼人，只要你願意專心來讀聖經，聖經一定可以改變你。提
摩太後書三章十六至十七節「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
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
善事。」聖經是神的話，是神的靈感動人所寫的，神的話是靈、是生命。
只要我們願意專心讀聖經，聖靈必會引導開啟，使我們得著聖經的教
訓，認識一切有關神的事。聖靈同時在我們裡面工作，藉著聖經的話語，
責備並顯明我們的虧欠。神的話語，亦會引導我們走回正路，並教導我
們按著神的話過義的生活。這樣，我們才能得著合適的裝備，去過好神
要我們過的生活，作好神要我們作的工。
讓我們都思考一下，我們為甚麼要讀聖經。正確的讀聖經心態和目標，
可以幫助我們得著最大的益處，得著成全，合乎主用。
兩處寶貝的經文，多年來在我讀聖經的學習上，成了我的座右銘：
約翰福音 5:39-40「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
的就是這經。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命。」這經文提醒我不要
離開主來讀聖經，要和主一起來讀，這樣才能得著生命。
路加福音 24:45「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他們能明白聖經。」這經
文提醒我，不要靠自己的智慧來讀聖經，我需要祈求主來打開我的心
竅，我才能明的聖經。
上主日出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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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1. 大使命:本會宣教士白露夫婦
在東亞穆斯林地區宣教多年
後，目前回到澳洲述職，並在各教會推動宣教和分享見證，求主
賜智慧和能力，使他們的分享激勵弟兄姊妹去實行和支持大使
命，求主使用他們 8 月在天恩教會的分享。請大家紀念夫婦倆在
東亞帶領的羊群，求神親自看顧他們，堅定他們的心。
2. 邦尼力堂
為 Bonnyrigg 中、英兩堂會眾們的委身感恩，並求
神感動更多弟兄姊妹們參與當中的事工，好讓福音在該處及週邊
地區得以廣傳。願榮耀歸予神！
3. 澳洲種族關係
墨爾本最少兩所著名大學的校園週一（24 日）
出現多張辱華海報，上面以簡體中文字警告中國人不准進入，違
者會面臨被驅逐出境的可能，海報還附有大學和中國學生會等組
織的標誌。求神讓祂的福音種子在這片土地上繼續發芽，讓祂的
愛及包容在社會中顯示出來。
特別需要：
1. 求主看顧身體軟弱有病痛的弟兄姊妹，讓他們得到安慰与醫治。
特別記念柏吉慶傳道，Jack 弟兄，曹永林弟兄，陳長老，高雅麒
姊妹，鐘美麗姊妹和 Tina 姊妹的健康，也記念沒有提名的。為已
經得到醫治的弟兄姊妹獻上感恩，求主繼續保守看顧他們。
2. 求主賜給我們有青少年人參加教會聚會，有智慧地鼓勵青少年人
一同崇拜，並賜下青少年人的領袖一同為福音工作。

家事分享

求主興起禱告的伙伴有合一的心，与主与人建立更美好的關係，讓我們
一起參加 8 月 6 日星期五晚上七時半至九時半在教會舉行的月禱會。
2. 下主日有愛筵(共聚午餐)請各弟兄姊妹預備帶一道菜，彼此分享不只
食物和生活事情，更分享靈性的心得和互相鼓勵。
3. 美食嘉年華之童年今日 將於 9 月 16 日（週六）
上午 10:30 至下午 2:30
在力勤總部舉行，主要為建堂基金籌款。內容包括各款精美食品、攤位
遊戲、各款賣物攤檔、不同年代的童年遊戲攤位，敬請大家預留時間及
邀請朋友參加。
4. 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本年下學期延伸神學課程『異端與極端』將於 8 月
在力勤總部開辦，現已開始接受報名。報名表格可於神學院網站下載。
詳情請見 www.ctca.org.au 或電郵聯絡： ctca@ctca.org.au（9715 2992）。
5. 每周二早上 9:30-11:00 太極健身操，鼓勵有空的弟兄姊妹參加，接觸新
朋友，成為外展的一部份工作。
6. 有攜同小孩或幼兒的家長請注意，讓小朋友一同在崇拜中敬拜唱詩歌
后才回班房上主日學，如有必要請家長陪同小朋友上課。
7. 鼓勵兩三個人為一個禱告小組，為彼此的需要禱告。
8. 宣教雜誌書刊，福音單張，放在進入大堂內左手邊書架上，隨便取閱或
轉贈有需要的人。
1.

撒下 21:1-14

講道大綱：雙重標准
引言：
一.人的雙重標準造成了不公義的事 (vv.1-9)

3. 為我們未信的家人禱告，求主施恩典憐憫，讓他們也可得著這寶
貴的救恩，賜給我們智慧如何向他們傳揚福音，以言行一致活出
真理，為我們的信仰作美好的見證。
4. 求主恩待為生活，考試和工作有壓力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加添
他們的力量去面對前面的困難，信靠上帝，把握上帝所賜下的應
許，憑信心去活出主的教訓，也願意捨己，背負十字架去跟從主
耶穌。
5. 求主賜力量去實行大使命，把福音在社區周圍傳開去。求主引領
我們的腳步去接觸我們的同胞。

二.人爭取公義往往欠缺了憐憫的心 (vv.3-9)

三.雙重標準與公義憐憫的完美結合 (vv.10-14)

註：你想請教會為你禱告的事項可告訴霍添炳教士（0411 786 218）及
王旭姊妹（0430 325 988），我們彼此服侍一同經歷上帝奇妙的作為。]
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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