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華人長老會

郭子龍牧師

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主後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最近大兒子時常要到不同的專科醫生就診，很多時都要在候診室等候，
有時一等就是一個多兩個小時。久等之下有時會感到有些不耐煩，更會
在腦海中思想醫生為何不乾脆把預約時間推遲一小時，好使病人們不需
等候過久。在多次的等候過程中讓我對等候得著一些領悟。
1.等候是無可避免的：亞伯拉罕及撒拉需要等候差不多二十年才得著
一名兒子。以色列等了幾百年才能從埃及釋放出來，再等四十年才能進
入應許地。舊約的先知長時間等待救世主的降臨。我們現在亦等候著基
督的再來。所以當你要等候的時候，無需太過驚訝。
2. 等候是被提醒的時候：等候讓我們知道自己的有限，事情都在掌握之
外。神讓我們等候時亦讓我們記起有一位掌控萬物的主宰，因此而接受
祂安排，更有信心及耐性。
3. 等候是自我認識的機會：每當我被迫要等候的時候，都會很容易因不
耐煩而受到刺激，行為及話語都可能變得不禮貌，自私的心態更能顯示
出來。神就在等候的時候讓我們認識自己的軟弱，從而懂得尋求祂的恩
典及幫助。
4.等候讓我們得著改變：詩篇 27:14 這樣說：「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
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等候耶和華！」神並非漫無目的地讓我們等候
的，祂是要使用我們等候的時間來令我們生命得著改變。當我們明白這
一點的時候，等候就變成鍛鍊的機會。
5. 等候是暫時性的：在神的掌管下，現有的天地都會過去，新天新地將
會出現(啟示錄 21:4)。我們目前要面對的一切等候，正好讓我們認識現
今的生命並非一切，要懂得永恆的盼望。
下次你在候診室等候時、在擠塞的交通裡等候時、又或者在等候約會了
的人的時候，不要再埋怨及苦惱。讓神在等候中把你改變過來！
上主日出席人數

普通話 成人 103 粵語 11 時 成人 208 粵語 5 成人 70 Bonnyrigg 成人 26 共 407 人
崇拜 小童 2 崇拜 小童 5 時崇拜 小童— 普通話崇拜 小童 4 共 11 人
共 100 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10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37 人 中學主日學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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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時十五分粵語崇拜程序

序 樂 (會眾默禱)
宣 召 詩 28:6-7
讚 美 全心敬拜 超過言語能述說
最美好...盡力愛祢 全然歸祢
禱告
讀 經 太 12:1-21
證 道 「神喜愛憐恤」
牧禱
奉 獻 動力信望愛
歡迎
三一頌 (眾立同唱)
祝 福 (會眾同唱三疊阿們)
殿 樂 (會眾彼此祝福問安)

本週

下週

林羽莊
馮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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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佩珊 林鄧順添
鄧子揚傳道 郭子龍牧師
鄧子揚傳道 郭子龍牧師
鄧子揚傳道 郭子龍牧師
林羽莊 葉吳燕萍

主 日 聚會時
聚會 時 間

9:30 am
普通話崇拜
英語崇拜 Lidcombe 9:45am/5:00pm
粵語崇拜
10:00am/4:00pm
11:15am/5:15pm 英語崇拜 Burwood
中學級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11:15am
普通話崇拜 Bonnyrigg 9:30 am
英語崇拜 Bonnyrigg 9:30am/9:45am/11:15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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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c p c @ g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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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分享

1. 大使命: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 求主為學院預備合適人選擔任舊約講
師；學院本年的預算約爲 125 萬，仰望主繼續供應；求主感動更多人
參與支持學院的「信心認獻計劃」，透過澳神/神學教育主日，加强各
教會的連接。
2. 部份時間兒童事工傳道
感謝神的帶領，黃湘錦傳道上週上任。祈
求神賜她智慧及能力，好使兒童主日學被神大大使用。並且除了為她
在力勤總部的親子樂園的事奉禱告之外，亦為她在邦尼里分堂策劃開
辦親子樂園禱告，求神開路。
3. 教會事奉
為眾多在教會裡不同崗位忠心事奉的肢體們感恩，求神
加力。亦祈求神興起更多弟兄姊妹有委身事奉的心志，好使神的愛活
生生的在天恩顯現出來，讓祂得著讚美。
4. 邦尼里英文堂牧者
為 Scott Gorman 被神感動，願意委身 Bonnyrigg
至少一年感恩。基於他今年以實習神學生的身份事奉，教會供給他的
車馬費並不多，求神讓他盡早能夠在附近地區找到工作，以至能供應
家庭的生活需要。
特別需要：
1. 胡雷寶玲姊妹已出院回家休養，求主繼續保守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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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和在香港的謝宏光弟兄等；為莫何鳳仙姊妹因身體軟弱而長期
未能參加崇拜代禱。
建堂奉獻進度表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實收奉獻
$78,235

進度表(至

預算支出
$72,000

經常費奉獻

年 2 月 6 日)

上週獻金

差距
+$6,235(+8.7%)

中文大使命

Didy & Greg Johnson & Helen Soe Amy Xu & John Su
Henry Ha
Teresa Lee Man Ying &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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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inia

證道，下午返回。

。

講道大綱：神喜愛憐恤
引言：

太 12:1-21

一.人常誤解神的律法，以致偏離神的美意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59,517
實收奉獻
實收奉獻
$51,675
$15,306
$72,000
奉獻目標
預算支出
$65,000
$13,000
-$12,483(-17.3%)
-$13,325(-20.5%)
+$2,30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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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德麟牧師夫婦 林羽莊 & Family Sandy Au H & Hsu
2018

郭子龍牧師是日到

1. 同工工作安排
Bonnyrigg
2. 聘請辦公室同工 教會需聘請部份時間幹事，每週工作三天，工作範圍為一般
文書工作，詳情請聯絡郭子龍牧師或尹蔡霞珮姊妹。
3. 教會停車埸 弟兄姊妹如有需要預留主日停車位（包括現有車位者）請即向辦
公室登記並索取泊車指引，是日截止登記。重新安排的停泊車輛將 25 日（下
主日）公佈，而 3 月 4 日（主日）將開始執行新的泊車編排。
4. 親子區「新年團拜」 將於 17 日(本週六)晚上 6:00 至 9:00 在第二禮堂舉行，
適合子女就讀小學或中學的家庭，並歡迎邀請新朋友參加。查詢:趙不亢長老。
5. 中學/兒童主日學
已於上主日復課 因中學主日學至下午 1:00 才下課，為
免影響中學主日學上課，敬希兒童主日學家長先在樓下等候，至下午 12:30 後
才到樓上接貴子弟。
6. 普通話主日學 「信仰探索班」及「民數記查考」是日繼續上課，敬請大家
依時出席。
7. 領袖退修日營 將於 24 日（週六）上午 9:00 至下午 4:00 舉行，費用$35/人（包
早茶及午餐）
。有意參加者請從速向辦公室報名。詳情請與陳朝發長老或盧偉
民長老聯絡。
8. 歸心祈禱成長小組 「將心給我」將於 3 月至 8 月逢第一個週六上午 10:00 至
正午 12:00 在本會第三禮堂舉行，費用$50，詳情請參閱海報，查詢:陳朝發長
老。
9. 聖經專題講道會 恩道基督協會將於 3 月 16 至 18 日舉辦「2018 年雪梨華人
基督徒聖經專題講道會」
，主題:「認識聖靈與聖靈內住」
，由蕭壽華牧師以粵
語主講。有意參加者，可網上訂票 www.lcca.org.au 或電話訂票 0423 836
270 （Winnie）
。詳情請參閱海報。

二.基督重申神的律法，展示出權柄與憐恤

弱

承擔和體諒

三.人在律法所軟 的，基督會

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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