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華人長老會

文慶輝長老

我從上主日（18 日）到這主日（25 日），參加了長老宗基督神學院（Christ College)
的短宣隊。我們今次行程的目的地是 Henty. Henty 是新南威爾斯省西南部的一
個城鎮，靠近 South West Slopes 和 Riverina 地區的邊界，位於 Albury 和 Wagga
Wagga 等地區城市的中間，距離悉尼大概五百二十公里，車程約五個半小時。
Henty 人口大概約一千人，主要以農業和畜牧業為主。我們短宣隊今次主要的任
務是探訪和服侍當地的教會和社區。在出發前我們已經準備了一連串的活動，
例如為教會帶領週日崇拜、探訪老人院、到中 小學表演、舉辦音樂外展、男
士飯聚夜、世界美食節等福音性活動，目的當然是想把福音傳給當地居民，讓
他們看到和感受神的愛與恩典。这次短宣對我來說是一個嶄新的嘗試，所以很
想在這裏分享一下我的體驗和領受。
這次短宣神不單開了我的眼界，更讓我看到祂的作為。祂的工作實在偉大，祂
的救贖計劃是普世性的，祂不單止愛我們悉尼的每一個，更愛 Henty 的每一個，
甚至愛世界的每一個。縱然現時在當地的教會人口老化，信的人更越來越少，
就以當地的長老宗教會為例，跟據該教會牧師的形容，登記會員只有五十人，
其中活躍參加教會崇拜的人不到三十人。但令我驚訝的是，這三十人當中竟有
五位是長老，這證明教會質量指數很高，原來人數並不是最重要，質素才是關
鍵。我在這裏認識了一位六十九歲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他五代都是住在這小鎭，
他見證著神在當地教會的工作與保守，看到神的恩典一路都在。雖然信主的人
數並不多，但神的工作仍然在改變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此外，我們短宣隊一行七人，由神學院一位教授帶領，都想盡其所能，希望將
最好的獻上，去服侍、鼓勵和祝福當地教會、社區和居民。但最令我感動的，
原來神一早已經為我們預備了支持和幫助我們的弟兄姊妹，他們開放自己的
家，款待我們，更抽出時間為我們煮食，用正面的話來鼓勵我們，使我們感到
在基督裏一家人的感覺。原來神使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他的人得益處 羅馬書
8:28)。不止是我們單方面的付出和服侍，而是大家為了基督的原故，都願意彼
此相愛，互相鼓勵。在基督耶穌裏一同得益處，一同被建立。就以我個人為例，
教會安排我和另一位同學，住在當地一對夫妻弟兄姊妹家裏，他們十分好客，
照顧周到，無微不至。不單為我們凖備晚餐，更常常用神的話語鼓勵我們，更
為我們的服侍禱告交託。
看到神在 Henty 偉大的作為，加強了我對福音的信心 服侍和被服侍的同時，增
加我對弟兄姊妹的愛心和對社區的關心，但願我的分享成為大家的鼓勵，讓我
們的生命繼續去榮耀見證神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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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主 日 出 席 人 數

普通話 成人 119 粵語 11 時 成人 205 粵語 5 成人 86 Bonnyrigg 成人 25 共 435 人
崇拜 小童 5 崇拜 小童 4 時崇拜 小童 0 普通話崇拜 小童 4 共 13 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11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25 人 中學主日學 40 人
共 7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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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主後二零一八年三 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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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時十五分粵語崇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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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明神旨意 追求主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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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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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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家事分享

1. 大使命:逐家文字佈道會
請紀念侍奉在印度南部的逐家團隊，九
年多來，團隊已經衷心地派發了 300 多萬福音單張。感恩，今年團隊的
人數將大大增加。求主看顧禾場工人的辛勞，保守他們的健康和日用所
需。
2. 邦尼里分堂
感謝神的帶領，上週紐省長老宗教政部正式把原有的
邦尼里長老會的長老議會及值理會解散，並正式把邦尼里中英會眾歸
納入天恩中文堂管治。此乃該程序的最後步驟，祈求神使力勤及邦尼里
兩堂同心興旺福音，把榮耀歸給上帝 。
3. 本年度會友大會
求神賜給天恩屬神的智慧，做出合祂心意的決
定，並且讓我們能夠落實做到對福音有信心、對肢體有愛心及對社區有
關心 。
4. 事奉崗位意向
感謝神已有多位會眾願意委身於不同的崗位。繼
續求神感動更多有司琴或結他恩賜的肢體願意委身。亦求神為主日學
及親子樂園興起更多的工人 。
特別需要：
1. 胡雷寶玲姊妹在家休養，求主繼續保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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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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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
預算支出
差距

建堂奉獻進度表

實收奉獻
$15,764

進度表

(至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經常費奉獻
2018 年 3 月 20 日)

$109,719
$143,000
-$33,218(-23.3%)

$12,000

上週獻金
$10,237
$13,000
-$2,763(-21.3%)

+$3,764(+31.4%)

中文大使命

2018 年 2 月 28 日）

實收奉獻
奉獻目標
差距
（至

$10,163
$12,250
-$2,0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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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潤坤
黃志雄夫婦
林羽莊 & Family
Sandy Au
H & Hsu
Amy Xu & John Su
Emily Hung
Gordon Pang
Jessica & Billy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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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六（3 月 31 日）臨睡時請將時鐘撥慢一小時。
郭子龍牧師是日到 Bonnyrigg 證道，下午返回。
是日下午 1:30 在第一禮堂召開，請預留時間帶備議程及財政預
算參加。
4. 粵語小組預查 因召開教會年會，查經預習將合併於是日下午 2:30-4:00
在二樓茶水間舉行，敬請準時出席。
5. 同工放假 文慶輝傳道和柏吉慶傳道放神學院短宣假期至是日。
6. 受難節聯合崇拜
將於 30 日（本週五）上午 10:00 在第一禮堂舉行聯合崇
拜及洗禮，歡迎邀請親友觀禮並請弟兄姊妹盡量出席。是日將守聖餐紀念主
的代贖鴻恩並有慈惠奉獻。
7. 辦公室休息 本週五(30 日)為受難節公眾假期，教會辦公室休息一天，特此
公告。
8. 教會清潔 為保持教會清潔及防止蟲鼠滋生，謹請蓋上廚房內的垃圾桶蓋；
懇請弟兄姊妹主動將教會內的垃圾分類，並將使用過的發泡膠杯及盒收集並
疊好才放入垃圾桶內，以減少垃圾體積，謝謝各位合作。
9. 國語堂退修會
將於 4 月 25 日（Anzac Day）借用百思道（Padstow）華
人公理會舉辦國語堂退修一日營，講員:墨爾本神學院副院長陳廷忠博士，題
目:『同中有異、共融並進：耶穌給教會的情書』，鼓勵弟兄姐妹踴躍參加，
是日開始接受報名，截止日期為 4 月 15 日，成人費用每人 30 元，並設兒童
託管，費用全免，查詢:Linda Choi 和 Vicky Lin。
10. 健康講座
「周身痛!點算?」將於 4 月 7 日（週六）上午 10:00 至下午 12:30
在本會第一禮堂舉行，講員:脊椎神經科醫生區鍵彤弟兄，會後有茶點供應，
費用全免。查詢:黃高懷德教士或區孔令珩姊妹。
11. 粵語培訓課程
是日繼續接受報名。填妥表格後可放進報名箱或交回辦公
室。查詢:盧偉民長老 0413 806 351 。
12. 澳神課程 『神學導論』4 月 16 日至 6 月 4 日 (週一)，晚上 6:30 – 9:00 於
基督學院 Christ College 上課，講師 ：余大峰傳道以粵語授課並可用普通
話發問，詳情請見 www.ctca.org.au 或致電:9715 2992。
講道大綱：辨明神旨意 追求主恩心
太 15:1-20
1. 冬令時間
2. 同工工作安排
3. 教會年會

引言：

一. 人的觀念很容易偏離神的教導
二. 神的誡命很直接指出人的內心
三. 人的內心藉恩典得生命蒙潔淨
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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