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華人長老會
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主後二零一八年九月九日

郭子龍牧師

你有沒有試過被邀請參加化裝舞會或派對呢？出席時，你需要假裝為其他
人的樣子。在現今的世代裡，其實我們天天都被邀請出席化裝派對。各種
的誘惑有著假裝的幫忙下更容易令我們跌倒。邪惡在假裝下會讓你看不出
它的邪惡。罪惡的壞處正正由於它在假裝下看起來變成很美善的樣子。
因此，我們在生活中要時常小心，警醒。彼得前書 5:8:「務要謹守，警醒。
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魔鬼的攻擊有時頗為明顯，但更可怕的是他會假裝作光明的天使，每當我
們不在意的時候便作出攻擊及誘惑。
雖然如此，並非所有的虛偽假裝是從外面而來的，我們亦要承認自己在這
方面的軟弱:
• 把不耐煩裝作為做事認真的表現。
• 在別人背後搬弄是非時，裝作為關心別人的討論。
• 權慾燻心時，裝作為這樣有效的領導風格。
• 對人對事懦弱時，裝作為謙遜待人。
• 堅持自己的觀點時，裝作為對聖經真理的熱切追求。
人的罪性令我們不能清楚地自我認識，對於自己的盲點更是盲上加盲！我
們唯有靠著聖靈幫助，在基督的身體裡，有著神的話語作為鏡子及亮光，
才能逐漸坦承地面對自己的軟弱及不足。自我反醒的過程往往會是痛苦的
經歷。多少人會樂意去被暴露所有的過失、被指出各樣錯誤的細節、然後
還會充滿著罪惡感呢？面對被神或其他人指責的時候，我們會很難感受到
愛的存在，但實情確是如此，他們愛我們才會坦然相告。
神愛我們甚至犧牲愛子把我們贖回來。祂指責我們的時候也正是救贖工作
的延續，好讓大家好好自我反醒，不會被矇蔽。這樣，我們才會懂得祂莫
大恩典的美妙。就讓我們一同拒絕這世代發出的化裝舞會的邀請，改為接
受神的恩典，好被祂接納、激勵及更新！
上 主 日 出 席 人 數

Bonnyrigg 成人 19 共 471 人
普通話 成人 134 粵語 11 時 成人 242 粵語 5 成人 76 普通話崇拜
崇拜 小童 1 崇拜 小童 5 人 時崇拜 小童 0
小童 2 共 8 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14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37 人 中學主日學 43 人
共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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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時三十分普通話崇拜程序
(會眾默禱)
詩 40:9-10
常常喜樂 我的神我敬拜祢
祂名稱為奇妙 人算什麼
太 27:57-28:20 (讀 27:57-28:10 )
「面對不可思議」
HiNeNi 我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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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

簡陳綺齊
戴曉峰
敬拜隊帶領
戴曉峰
王茜
柏吉慶傳道
敬拜隊帶領
柏吉慶傳道
戴曉峰
敬拜隊帶領
柏吉慶傳道

下週

簡陳綺齊
董旭濤
敬拜隊帶領
董旭濤
周武
陳萬程教士
敬拜隊帶領
郭子龍牧師
董旭濤
敬拜隊帶領
郭子龍牧師

主 日 聚會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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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使命：
大使命：中國哈尼族 哈尼族是雲南省邊疆的山地民族之一，約有 160
萬人口，奉行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因為缺少專人傳福音，估計現在只有
300 名信徒。請大家代禱，求主堅固信徒的信心，興起屬靈領袖牧養羊群，
賜福教會經歷耶和華以勒豐盛的供應。
2. 邦尼里分堂購買會址事宜
感謝神的供應，教會能夠以低價買下邦尼里
堂所在的地段。求神帶領我們好好把握機會，做好各樣所有的程序。
3. 美食嘉年華
將於本週舉行，感謝神賜教會有眾多熱心和滿有恩賜的
肢體，為這嘉年華推出超過六十種食物，還有許多人默默地在背後負責各
種事奉，求神悅納！求神賜眾人有喜樂和奉獻的心，一方面是為了幫助建
堂籌款，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全體福音的見證，好叫大家的努力，是為了基
督的恩，各人彼此相愛，是要使神的名得稱讚。
特別需要
1. 求主保守胡雷寶玲姊妹的健康，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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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堂奉獻進度表 (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1.

：

$37,559

$36,000

+$1,559(+4.3%)

經常費奉獻
進度表(至 2018 年 9 月 4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366,839
$455,000
-$88,161(-19.4%)

中文大使命

上週獻金
$15,356
$13,000
+$2,356(+18.1%)

2018 年 7 月 31 日）

實收奉獻
奉獻目標
差距
（至

$31,946
$42,875
-$10,929(-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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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 何振明及家人 林羽莊& Family
戴曉峰 胡榮榮 伍傑民 程淑 黃志雄夫婦 禤榮徽夫婦 Amy Xu & John Su
Angela & Ben

Emily Hung Ma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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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ky & Tony

Sandy Au

同工工作安排 郭子龍牧師是日到 Bonnyrigg 證道並主持聖餐，下午返回。
特別會友大會 將於 23 日（主日)下午 1:30 在第一禮堂召開，商討確立兩
位傳道的職位及通過購買 Bonnyrigg 會址及其貸款方案，請預留時間參加。
3. 中秋月餅
已經預訂中秋月餅並選擇於 9 日取餅的弟兄姐妹可於是日午膳
或晚膳時段到禮堂後面櫃台取餅。
4. 粵語培訓
粵語培訓課程 「羅馬書的救贖觀」是日下午 1:30 及 3:30 於第四課室繼續
上課，另「從頭腦知識到生命轉化」日將於 16 日(下主日)下午 1:30 在第五課
室開課，請已報讀的弟兄姊妹依時出席。查詢: 盧偉民長老。
5. 美食嘉年華
將於 15 日（本週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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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們可經各小組組牧預先
購買代用券，如未參加教會小組的弟兄姊妹或朋友們，可於午膳及晚膳時間在
第一禮堂購買。
6. 教會大掃除
將於 29 日（週六）上午 9:00 開始至下 3:00 時結束，歡迎參予
任何時段，當日會有愛心早餐（上午 9:00）和精美午餐（下午 1:00）供應，教
會是神賜給我們屬靈的家，願弟兄姊妹都來學習愛護它，報名可向組牧登記或
聯絡黎鏡庸值理(Desmond) 0414-822-476。
7. 中學主日學
退修會將於 10 月 5 日（週五）至 7 日（主日）舉行，歡迎六
至十二年級學生參加，截止報名日期為 9 月 23 日，詳情請向許彼得傳道或彭君
健弟兄(Gordon Pang)查詢。
8. 教會停車場
停車場在主日原則上優先留給傷殘人士，有特別需要的家庭
及外來之講員使用，有需要者請先向辦公室申請。為免造成混亂，已申請者請
依照車牌號碼停泊， 未申請者請依照停車場指揮員指示。
9. 「基督教靜修學會粵
「我的心渴慕你」將於 21-23 日（週五
基督教靜修學會粵語靜修營」
語靜修營」
至週日）於 Peter Canisius House, 102 Mona Vale Road, Pymble 舉行，費用$300，
截止日期為 9 月 10 日。詳情請參閱海報或向陳朝發長老查詢。
10.培靈佈道音樂會
角聲使團主辦 「原來有祢」將於 30 日（週日）於 Ryde
Civic Hall 舉行，詳情請參閱海報。
講道大綱：
太 27:57-28:20
講道大綱：面對不可思議
引言:
1.
2.

1. 拒絕不可思議的現實
2. 接受不可思議的現實
3. 見證不可思議的現實

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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