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華人長老會

趙不亢長老

上一次「導論篇」談到金錢常造成信徒屬世與屬靈二分「雙重人格」的現象。信
仰給一般人的感覺很「高大上」（註），但錢財又讓人覺得有些世俗。然而，如果
我們崇高的信仰不能在最接地氣的金錢上活出來，那麼信仰便跟生活脫了節，彷
佛成了虛的、空的、假的，沒有益處。難道聖靈在「金錢禁地」中結不出來果子
來？斷乎不可能！當我們被重生成為一個新造的人以後，我們的財富觀也必須被
更新，否則生活中遇到錢財問題時，要不就很痛苦糾結，要不則成為「雙面人」，
每談到錢便換了另一副面孔，有失信徒見證。
創世記三章，人類犯罪離開上帝，離開了人類真正安全感的來源。人想要自己作
上帝，靠自己賺錢、存錢、用錢，面對與金錢有關眾多無法掌控的狀況，以致產
生恐懼感。賺錢的過程讓人感到憂慮，例如怕找不到工作、怕失去工作；存錢讓
人感到憂慮，例如怕投資失利，血壓跟著股票樓價上上下下；用錢也令人感到憂
慮，例如怕買貴了、怕奉獻之後自己不夠用。沒有錢害怕，有錢也害怕。
耶穌在教導我們如何面對金錢這個課題上，衪的焦點是處理我們內心最深處有關
安全感的問題。衪在馬太福音六章 33 節為我們開了一個藥方：「你們先求衪的
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是否代表只
要我們先好好地做基督徒、好好地讀經、禱告、參加小組、參加短宣等等，等做
好這一切以後，上帝就要供應我們食物、衣服、以及生活上的種種需要？我相信
耶穌不是要跟我們作這種「條件交換」。
「先求」： 沒錯，耶穌要我們理順我們人生的優先順序。韋敏斯德大小要理問答
告訴我們基督徒人生的最高目的是 - 榮耀神，並完全以神為樂。「神的國」：「王
國」（Kingdom = King（國王）+ Domain (掌權））就是「國王掌權的地方」。
耶穌要把我們生命的主權交給神，讓衪掌管我們全人，包括我們的身心靈，我們
所擁有的一切。「神的義」：上帝的性情、上帝的愛，神的義就是耶穌。衪要我
們放棄自己的義、放棄自己有限不足的標準，讓神在耶穌基督裏的完全取代我們
自己的標準。
「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給我們的啟示就是「有關金錢的一切事情，都讓神作
主、作王，並且採用耶穌的眼光、耶穌的作法、在金錢的取得和使用過程中表
現出耶穌的生命，彰顯出神的榮耀。」神必然保守這樣作的人一無所缺。賺錢
不必憂慮，得貨財的能力本為神所賜（申 8: 18）；讓神自己看守本屬於衪的錢
財，不怕被偷被搶；用錢時有神的愛、神的義，有耶穌的智慧幫助我們知道甚
麼時候該花不該花，做一個良善、忠心、有見識的管家。
註： 2013 年開始流行的網絡用語，形容事物「高端、大氣、上檔次」
上 主 日 出 席 人 數

普通話 成人 155 粵語 11 時 成人 233 粵語 5 成人 48 Bonnyrigg 成人 22 共 458 人
崇拜 小童 5 崇拜 小童 8 時崇拜 小童 0 普通話崇拜 小童 2 共 15 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5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37 人 中學主日學 43 人
共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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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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Address ： 36-40 James Street, Lidcombe, N.S.W. 2141,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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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週禱事奉

大使命：動畫版《聖經》 美國的一家基督教機構 The Bible Project
自 2013 年開始創作聖經動畫並上載在 YouTube 頻道，至今吸引超過
83 萬人訂閱。該動畫能讓觀眾在 5 分鐘內明白各書卷大意。感謝主的
美意，讓踐行大使命的道路愈發寬廣。
2. 見習組牧
感謝神的恩典，新一屆見習組牧已經畢業。繼續為他們禱
告，仰望神的恩典，讓他們可以繼續成長，並學以致用，為服務神的教
會和小組努力，榮神益人，使神得榮耀與讚美 。
3. 對社區有關心
為教會裡衆弟兄姊妹獻上感恩，並祈求神讓我們可以
在社區和各崗位都盡責，作光作鹽並活出信仰的真實見證，並把握機會
將福音傳給他們。讓人看見我们的好行為，便将榮耀頌讚歸於父神 。
特別需要：
1. 胡雷寶玲姊妹已回家休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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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5 月 31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1.

$28,003

進度表

(至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經常費奉獻
2018 年 6 月 19 日)

$249,082
$312,000
-$62,918(-20.2%)

$30,000

上週獻金
$9,746
$13,000
-$3,254(-25%)

-$1,997(-6.7%)

中文大使命

$21,462
$30,625
-$9,163(-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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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麟牧師夫婦 羅安牧師 伍傑民 林羽莊 & Family
H & Hsu Hung & May Wai Ho Chiu
Angela Wong
Raymond &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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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綱：最大的誡命

Anna & Andrew Luu
Jee Teng Ong

Sandy Au

太 22:15-46

引言
1. 忠於神的道，不行惡就善

2018 年 5 月 31 日）

實收奉獻
奉獻目標
差距
（至

同工工作安排 郭子龍牧師是日到 Bonnyrigg 證道，下午返回。
特別會友大會 本會鄧子揚傳道即將完成牧職訓練，因應長老宗在程序
上需要通過畢業生明年的職位安排，於是日下午 1:30 在第一禮堂舉行特
別會友大會，歡迎弟兄姊妹抽空出席。
3. 粵語小組預查
於是日下午 1:40-3:10 在二樓茶水間舉行，預查經卷是
「希伯來書」，敬請準時出席。
4. 同工放假
郭子龍牧師於 26 至 28 日(週二至週四)放進修假。
5. 粵語培訓課程 「如何帶領查經」於 7 月 1 日（下主日）及 7 月 8 日上課，
請已報讀的弟兄姊妹依時出席。查詢: 盧偉民長老。
6. 粵語親子家庭講座
將於 7 月 7 日（週六）上午 10:30 至正午 12:00 舉
行，題目是「夫妻相愛，孩子快樂」，講員為周天馼先生，主要內容是夫妻
溝通與子女成長，地點在本會樓上第三禮堂，屆時會有託兒服務（三歲或
以上），歡迎大家參加！查詢：鄧子揚傳道 0410 513 580 。
7. 培靈佈道會及教牧同工研討會
澳洲環球聖經公會將於 6 月 30 至 7 月 2
日假雪梨台福基督教會舉辦一關系列福音活動，詳情參閱海報。
8. 「澳神」講座
2018 年國語神學講座「事奉的神學」將於 7 月 27 日（週
五）至 29 日（主日）在基督學院舉行，免費憑票入場，自由奉獻，名額有
限，報名從速。查詢：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9715-2992，網上報名：
www.ctca.edu.au。詳情請參閱海報或單張。
9. 「生命之道」課程
中神舉辦「以斯拉記•尼希米記」課程將於 8 月
14 日至 10 月 2 日(共 8 堂)在本會授課，逢週二晚上 7:45-9:45，目的是鼓
勵信徒建立認真、委身的讀經生活。截止報名日期為 7 月 1 日（下主日），
請從速在 www.cgst.edu 或到教會辦公室報名。
1.
2.

2.

盡心神的話，信靠主大能

3.

愛主你的神，並愛人如己

在你行事上，要認定基督
結語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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