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華人長老會

鄧子揚傳道

中文網今年三月有篇文章，報導港台網路上年輕一代的男女價值觀之爭。
記者訪問了「仇女」平台創辦者和「女權」網站編輯們，想知道他們背後的想
法。
台灣「女權」網站編輯表示，「女性長期被視作工具人，替男性生孩子，照顧
家庭」，所以他們的目的是要讓女人從男人的工具人，成為平等的人，更重要
的是要破除將人當工具，這種支配關係。他們也認為「父權結構」是應該被修
正，甚至被推翻的。另一方面，香港一個「仇女」平台的創辦者萬先生也認同
一些女權份子所爭取的社會權益，未必都是錯的。不過，「不能只讓女性獨大，
我們男生也要制衡一下。」他以幽默的方式，來回應和批判網上流傳的一些價
值觀有問題的「女性語錄」，例如：(一)男生要對女生百般遷就，即使兩人吵
架也要男方認錯讓步；(二)會列出一些身高、身家為條件，去為男性評分，如
果太低分，就會鼓勵女性與男朋友分手之類。
雖然社會上人人對男女定位，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標準，但風氣的確會很影響人
的價值判斷，特別是對青年人，即使基督徒亦不例外。在我讀大學時，團契弟
兄姊妹之間偶然會分享到自己的擇偶條件。當我分享到自己希望將來的她，能
煮得一手好菜，能持家務的時候，立刻就被好些姊妹反駁說：「那你不如就娶
個菲傭（即家庭工）就可以了！」還有的會追問「你會不會讓她上班去呀？」
她們的反應，就如將我判定為父權主義者了！也折射出背後影響著她們的一
些意識形態，例如傳統大男人主義、女人就當在家裡相夫教子、男女要平等、
家務皆下品之類的觀念。所以，縱使她們不是女權支持者，但在社會燻陶之下，
仍會對傳統父權有著負面印象。很可惜的是，如今傳統父權在強大的負面標籤
之下，它強大的優點已經無人問津了。
今天男女之爭，其實早在舊約創世記三章已有記載。自始祖亞當和夏娃因背棄
了神的吩咐，轉去聽從了蛇的話而犯罪後，罪的影響不單破壞了人與神的關
係，同時也破壞了男人與女人之間的關係。那時神對女人說：「...你必戀慕你
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創 3:16）這裡所提的「戀慕」，在〈創 4:7〉再
次出現，卻是指罪正在「戀慕」該隱，而結局是該隱被罪支配了，殺死了弟弟。
可見這種「戀慕」絕不是浪漫的，而是一種佔有和支配。這樣看來，女人或多
或少，偏向喜歡拐彎地驅使、佔有和支配男人，來行使自己的心意和目的。這
與「港女收兵」，利用對自己有好感的男士，從中圖利，是否相似之處？不過，
男人一般不是這樣的，下回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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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主 日 出 席 人 數

普通話 成人 125 粵語 11 時 成人 215 粵語 5 成人 66 Bonnyrigg 成人 23 共 429 人
崇拜 小童-人 崇拜 小童 3 時崇拜 小童-人 普通話崇拜 小童 2 共 5 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16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28 人 中學主日學 40 人
共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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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時十五分粵語崇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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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家事分享

大使命：恩雨之聲 是一家借著大眾傳媒將基督福音傳遞給各地華人
的機構。目前已經制作了多檔記錄全球華人信主的心路歷程的電視節目。
在其主頁 http://www.sobem.org/和 YouTube 上都能觀看。願神加恩，使更多
的華人能通過節目找到自己信心的依靠。
2. 「長者日」外展感恩
感謝神！「長者日」昨天完滿結束。感謝神賜下
眾多弟兄姊妹們落力參與，不單內容豐富，還帶領了許多新朋友到來出席。
求神通過肢體們的熱心服事，讓在基督裡互愛的見證和福音的種子，放在
每位新朋友的心中，好叫他們在主內成長，使人心歸信，能認識耶穌，並
與神和好。
3. 美食嘉年華
弟兄姊妹已經密鑼緊鼓地開會和編排中，求神記念和報答
他們的辛勞，又求神賜他們的安排順利，賜教會多有各樣恩賜的肢體，好
讓美食節更添色彩。同時，願神藉此機會，讓附近的新朋友認識我們。
1.

特別需要：
1.

趙不亢長老的父親於 2 日(上週四)因肺炎及高燒在港入院留醫，而趙長老
已於三日(上週五)返港探望，求主醫治趙長老的父親及保守趙長老的行程。
2. 黃偉雄值理的外母胸骨骨節，在家休養，求主保守及醫治。
3. 胡雷寶玲姊妹於 3 日(上週五)因身體不適入院治療，求主醫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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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37,559

進度表

(至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經常費奉獻
2018 年 7 月 31 日)

$309,804
$390,000
-$80,196(-20.6%)

$36,000

上週獻金
$11,419
$13,000
-$1,581(-12.2%)

+$1,559(+4.3%)

中文大使命

2018 年 6 月 30 日）

實收奉獻
奉獻目標
差距
（至

$23,295
$36,750
-$13,45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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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振明及家人
林羽莊& Family
Amy Xu & John Su Ann Dan
Johnson & Helen Julie Li & family
Ken Murdoch & Alice Fung Sandy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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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的海天月曆現開始接受預定，每本收費$5。需要者請儘快向
各小組組長或辦公室登記（註：月曆數目需達到 50 本方符合最低訂購要求），
最後登記日期為 8 月 19 日(主日) ，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2. 兒童主日學
用普通話學習神話語的幼兒班，已於上主日(上午 9:30-10:40)
在課室三開課，尚未報名的請聯絡黃湘錦傳道。
3. 中秋月餅建堂籌款
如有意響應購買姊妹們以香港蓮蓉手造月餅，是日截
止訂購，請於崇拜後到禮堂後方櫃檯預購。定價$40/盒(4 個)或$11/個。
4. 公開講座
由張黃求邦博士主講「處變不驚」，將於 8 月 8 日（本週三）上
午 10:30 在本會第一禮堂舉行，費用全免，會後有午膳供應，擬參加午膳者請
於 8 月 5 日（週日）前報名，每位五元。查詢:黃高懷德教士。
5. 宣教講座 賴偉青牧師以普通話主講的「基督教 vs 伊斯蘭教」將於 15 日(下
週三)晚上 7:30 在第三禮堂上課。查詢:柏吉慶傳道。
6. 中神「生命之道」課程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將於 14 日 (下週二)在本會
第一禮堂開課，為方便下載每堂功課和相關資料，已報名的學員應該已經收到
新系統的個人帳戶及密碼。如有查詢，可電郵至： wol.au.syd.gcpc@cgst.edu。
7. 粵語親子家庭講座
將於 18 日（週六）上午 10:30 至正午 12:00 在本會第
一禮堂舉行，題目:「樂也融融一家親」，講員:周天馼先生，主要內容是探討
在婚姻中，與父母和子女的溝通上，需要學習和注意之處。屆時將有託兒服務
（三歲或以上），歡迎大家參加！查詢：鄧子揚傳道 0410 513 580。
8. 國語福音外展
「尋覓人生」福音外展活動已於上週六開始，逢週六下午
3:00-5:00 在本會第三禮堂舉行，請盡量邀請未信主的親朋好友參加。查詢:柏
吉慶傳道。
9. 美食嘉年華
將於 9 月 15 日（週六）上午 10:30 至下午 2:00 在本會舉行，
目的為建堂基金籌款。內容包括各款精美食品、攤位遊戲、各款賣物攤檔、音
樂表演等，敬請大家預留時間及邀請朋友參加。
1. 海天月曆

太 26:1-30

講道大綱：買櫝還珠
引言:

人必須要懂得上帝的大能與掌控

1-5, 17-19

人常常不懂得去作出恰當的取捨

6-16

人的取捨錯誤引至耶穌捨棄自己

20-30

1.

2.

3.

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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