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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二零一七年十月八日

郭子龍牧師
我們的生活裡有很多「湊巧」的事發生，這些事要是沒有經過預先
安排，要自然發生的機會是低到不得了的，所以那些事真要發生的
時候，我們便會覺得「湊巧」。很多年前有一次從雪梨到加州迪士
尼樂園遊玩的時候，遇上從菲律賓到該處旅行的多年不見的舊同
學。大家竟然不約而同在同一天從老遠來到一生人也不會去多少
次的地方，更同一時間在同一個機動遊戲前排隊。在那些「湊巧」
的事情的發生裡，如果其中某一方面或步驟有些微不一樣的話，結
果便會完全不同起來。因此我們在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時，往往認
為只是「湊巧」而已。
使徒行傳第八章裡記載著使徒腓利在路上「湊巧」遇上一名太監，
幫助他信主，最後更為他洗禮。以世俗的眼光來看，真是可以稱為
湊巧，但是我們在第八章裡可以看見神在當中的掌控。
腓利在撒馬利亞原來的傳教及醫治事工均十分成功，理應在當地
繼續發展下去。神卻派遣一名使者去告訴他要向南，往迦薩的路上
去。作者路加更補充一句，說明那路是曠野來的。曠野應該是人蹟
罕至的地方吧，腓利傳教的事工可能不會太成功，所以路加亦說
「不料」，竟然被腓利遇著那名太監。當然，我們應當知道該名太
監亦並非只是剛剛路經該地而已，他的得救全然是神的安排。
我們做事時當然應該要經過深思熟慮及作多方面的考量才對，但
我們亦要記著我們的智慧其實非常有限，在神面前根本不能相提
並論，所以當我們要作轉換工作、搬家、甚至事工方向等等的決定
時都要小心地思量過，並且需要祈禱求神賜智慧。但是有時好像腓
利那樣，神開給我們的路並非我們想像中最理想的方向。我們便要
俯伏在祂的面前向祂無上的權能及智慧獻上驚嘆和讚美，亦能藉
此得以被提醒我們的卑微。那些我們認為並非理想的路途全是神
掌控著的，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要祈求神賜一顆忠誠事奉祂的心，降
服於祂的掌管裡。
上主日出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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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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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大使命:中國少數民族 請大家紀念生活在中國西南山區的苗族同胞。
自 1877 年福音傳入苗族，目前已有 30 萬信徒，占苗族人口 3%。求主將
苗族人從巫師的轄制中釋放出來，讓他們有機會認識福音，借著耶穌去到
父神面前，得著神兒女的名分。
2. 兒童及中學主日學
感恩老師們的辛勞及忠心事奉，並且祈求神使他
們在學校假期中重新得力，再次開課時能夠繼續讓學生們在主日學得著
神的恩典及教誨。
3. 邦尼里分堂
求神繼續帶領，讓 11 月的區會會議中開始正式把
Bonnyrigg 中英兩堂納入天恩華人長老會中文堂的程序。亦感謝神陸續有
力勤的肢體們轉到邦尼里堂參與敬拜與服事。祈禱神感動更多的肢體願
意委身，參與該堂在當地的福音事工，好把榮耀頌讚歸給獨一真神。
4. 同性婚姻合法化郵寄公投
現在仍有幾週才到截止日期，但仍然有百
份之四十左右的選民仍未把選票寄回。祈求神讓他們有機會明白到同性
婚姻合法化會帶給澳大利亞社會嚴重的不良影響，從而不會放棄投票的
權利而懂得去投反對票。
特別需要：
1. 林羽莊姊妹的母親林羅鍾綺姊妹於上週因身體不適入院，現已回家休養，
求神保守。
2. 胡雷寶玲姊妹已回家休養，求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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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賜他們一家平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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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0 日)
1.

實收奉獻
$46,471

進度表(至

預算支出
$48,000

經常費奉獻

年 10 月 3 日)

上週獻金

差距
-$1,529(-3.2%)

中文大使命

（至 2017 年 8 月 30 日）

$38,352
實收奉獻
實收奉獻
$405,272
$9,773
$48,000
$10,096
奉獻目標
預算支出
$403,846
-$9,648(-20.1%)
+$1,426(+0.4%)
-$323
(-3.2%)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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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羽莊 & family Sandy Au Cindy Mo Li Ping May Lee
2017

Ken Ng Family

Amy Xu & John Su Wing & Eleanor Leung
Teresa Lee 禤榮徽 禤李少虹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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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Family

家事分享

同工工作安排 郭子龍牧師是日到 Bonnyrigg 證道及主持聖餐，下午返回。
主日泊車 本月起，車輛已不能再停泊於 Unite 1，26 James Street，請弟
兄姊妹自覺遵守，以免失了見證。
3. 粵語培訓課程 「教義神學『預定論』」是日繼續上課，另「會友班」於
下 2:00 在課室四及「從頭腦認識到生命轉化」在課室五將於下主日開課，
敬請學員依時出席。查詢:盧偉民長老。
4. 教會大掃除
將於 14 日（本週六）上午 9:00—下午 3:00 結束（參與 1
-2 小時均可），當日會有愛心早餐（早上 9:00）和精美午餐（中午 12:30）
供應。查詢：黎鏡庸值理 Desmond Lai（0414 822 476）。 若需安排午膳可
向組牧、辦公室或黎值理登記。屆時請自備小水桶、抹布及膠手套。
5. 兒童及中學主日學 正在放假，新學期將於 15 日（下主日）復課。
6. 音樂佈道劇
由雪梨華人基督教聯會主辦的粵語音樂佈道劇「群起的飛
鷹」將於 20—21 日在 York Theatre 舉行，講員為陳恩明牧師。座位有限，
先到先得，詳情請參閱單張海報。如欲認購門票，請與辦公室聯絡。
7. 互動公開講座 由雪梨華人基督教聯會主辦的「點只結婚咁簡單」粵語講
座將於 22 日（主日）晚上 7:30 在中央浸信會舉行，講員為陳恩明牧師。
無需報名，免費入場，自由奉獻。詳情請參閱海報。
8. 「澳神」公開講座 「五個唯獨─宗教改革 500 週年紀念」將於 28 日
（週六）下午 1:00—晚上 9:00 在基督學院舉行。澳神六位教職員:黃彼
得牧師、張明俊牧師、羅德麟牧師、梁明生牧師、杜偉雄牧師和田宏恩
牧師將重新檢視「五個唯獨」對今日華人教會的意義和應用。公開聚
會，免費憑票入場。詳情及報名： www.ctca.org.au。查詢： 9715 2992
或電郵 ctca@ctca.org.au。詳情請參閱海報。鼓勵弟兄姊妹參加及推廣。
1.
2.

馬太福音 1:1-25

講道大綱：耶穌基督的誕生
引言：
一.四十二代計劃的主角
二.主角為救自己的百姓
三.百姓當配合神的旨意

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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