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偉民長老

「望見星星心裡感安寧，回望主恩說不清，每天帶領，細心傾聽，痛苦心靈有
共鳴。曾遇挫折，困險也不驚，危難裡仍心冷靜，憑著信靠願作精兵，神慈愛
會為我傾。上帝恩手，不斷帶領，待我恩義難算清，來讓我效法，今願見証，
奉獻出我生命。在這今天安慰滿心靈，無盡過犯已洗清，主恩厚愛，令我心中
敬，痛苦憂愁變無形。」
還有不足 100 天，教會便舉行 20 週年堂慶感恩崇拜。最近口唇常常哼着「默黙
回望」這首詩歌，心裏觸動了每個難忘時刻，每個最深感受，就讓我們重溫幾
個經典片段。
1. 離開安全地帶，進入挑戰地方
經過禱告，引證和母會的支持，在 1998 年 3 月 1 日，羅牧師帶領 99 人一同離開
莎莉山(Surry Hills)，搬進寶活區(Burwood)開始第一堂粵語崇拜。當時真的戰戰
兢兢，處於不熟識環境，四周都是陌生。還記得第一次用崇拜音響，詩歌投射
膠片，第一次飯堂煑飯。由於與西人教會合作，故此有定期聯合活動，第一次
戶外郊遊便發生錯誤集合地點，更要打破文化和言語的隔膜。第一次做年報
時，十多位義工一起影印，排列，釘裝，好不容易才完成!正如詩歌歌詞，天父
「每天帶領, 細心傾聽」，一切挑戰都靠主恩手迎刄而解。
2. 建立屬靈家庭，共創福音基地
感謝神賜一個清晰的異象，建立教會成為一個屬靈大家庭和福音基地，希望教
會成為所有人可以參加敬拜主的群體，為福音緣固，將好信息傳揚出去。牧者
和長老遠赴他鄉，走訪不同地方，存敬畏的心謙卑學習，建立悉尼第一間華人
細胞小組教會，投放資源培訓區牧，組牧作牧養工作，並拓展向外傳福音。回
想教會第一次組牧訓練，第一次帶領敬拜訓練，第一次生日會，第一次教堂婚
禮，第一次按立牧師，第一次去太平洋群島短宣，第一次中秋佈道會，第一次
信仰探索班，第一次洗禮。正如詩歌，「憑着信靠願作精兵，神慈愛會為我
傾」。
3. 回看恩典座標，回望恩典記號
相信大家旅遊時會把旅途的見聞拍下照片與人分享，重溫旅程中曾發生過的大
小事，激發自己繼續前行。當我們回顧歷史，重溫上帝的作為，每件微細事總
有動人時刻，每樣經典的剎那都能做你回看恩典的座標，不會迷失方向，牢牢
定位，「上帝恩手，不斷帶領，待我恩義難算清」。你我可能在不同時間上這
艘福音船，但肯定都可以為主作見證，述說上帝在你生命奇妙的作為，「主恩
厚愛，令我心中敬」，那麼不防停一停，歇一歇，想一想，不難發現神的恩典
豐豐厚厚地在你我身上，成為記號，成為動力上路。
弟兄姊妹，今年快將完結，當黙黙回望數算主恩時，邀請你與別人分享你的恩
典記號，更鼓勵你參加本年度最後一次聯合月禱會（12 月 7 日），作個見證人
的見證。
上 主 日 出 席 人 數

Bonnyrigg 成人 18 共 398 人
普通話 成人 122 粵語 11 時 成人 191 粵語 5 成人 67 普通話崇拜
崇拜 小童 0 人 崇拜 小童 2 時崇拜 小童 0
小童 1 共 3 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13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21 人 中學主日學 48 人
共 8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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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恩華人長老會
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主後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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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默禱)
詩 40:2-3
一首讚美的詩歌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永約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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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1.

大使命:中信宣教士

2.

學生考試與放假

3.

年終感恩

家事分享

凱特姊妹年初受呼召加入中信，前往印尼侍奉，對
象是當地的達雅族人和華人。凱特姊妹在當地幫助貧困孩童接受教育，另
外也做青少年事工，並在坤甸教會教中文。願我們的神與凱特同在，加添
她的能力，看顧她的安全，供應她的需用。
特別紀念現正面對考試的學生們，祈求神幫助他們在
這考試期間能多多倚靠神的帶領，讓他們在這期間更加經歷神的保守和
平安，享受神的安排，安心完成功課與考試。又為著學期的完結而感恩，
但願在放假期間，學生們能好好休息，從新得力，面對未來的挑戰。
感謝神，在過去一年對弟兄姊妹的恩典，以致我們無論在順
境、逆境都能經歷到神的看顧、保守和帶領。特別在這年終的時候，願意
我們以感恩為祭向神表達我們的心聲，來回應祂的大愛與恩典。但願在至
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說的人。

特別需要：

1. 會友徐黃文歡現已出院返家休養，但未完全康復，求主醫治，並讓其家人
能安排好時間及有足夠體力照顧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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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身體欠安的肢體：葉國雄弟兄、朱王惠英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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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1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55,329

進度表

經常費奉獻

-$4,671(-7.8%)

$60,000

上週獻金

2018 年 11 月 20 日)

（至

中文大使命

建堂帳戶:032-000 206603 經常費帳戶:032-000 274948
【

Didy & Greg

Cynthia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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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宣告要除淨人的敗壞

2.

神吩咐建造和進入方舟

3.

神以洪水淹沒世上一切

大使命帳戶:032-000 206611

本月獻花】羅德麟牧師夫婦 (已故)羅安牧師 何振明及家人 林羽莊& Family
Sandy Au

引言:

2018 年 10 月 31 日）

$42,273
實收奉獻
$493,878
$23,042 實收奉獻
$61,250
預算支出
$598,000
$13,000 奉獻目標
-$18,977(-31%)
差距
差距
-$104,122(-17.4%) +$10,042(+77.2%)
教會賬戶名稱: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銀行:Westpac Bank
(至

是日隨週刊附上一個大使命專款奉獻封，請把大使命奉
獻投入奉獻袋內。而未用的大使命專款信封亦請放回奉獻袋以便循環使用。
2.年終感恩
是日隨週刊附上感恩奉獻封，如有年終感恩的意願，請放入獻
金後投入奉獻袋即可，而未用的感恩奉獻封亦請放回奉獻袋或交回司事檯
以便循環使用。如欲網上電子轉帳，請注明作 Thanksgiving 用，教會經常費
帳號已刊登於週刊。
3.粵語培訓課程 「會友班」是日繼續上課，請已報讀的弟兄姊妹依時出席。
4.聖誕頌歌夜
「聖者為王」將於 12 月 1 日（週六）晚上 7:30 在本會第一
禮堂舉行。粵語為主，內容包括音樂表演、 話劇等，會後供應茶點，費用全
免，歡迎邀請新朋友參加 。
5.聖誕日聚餐 聖誕日聯合崇拜及洗禮結束後將有聚餐，餐券已售罄，敬希
已購票的弟兄姊妹於當日謹記攜帶餐券出席，因屆時憑票入座。售券查詢：
黃高懷德教士。
6.「晨光關懷協會」粵語講座
「如何預防電子遊戲成癮」將於 12 月 6 日
(週四)晚上 7:30 於 West Ryde 舉行，講員為張有倫先生，報名及詳情請參閲
單張海報。
7.堂慶感恩晚宴 為慶祝本會立堂二十週年，將於明年 3 月 3 日（主日）晚上
6:00 假囍鳳臺酒樓 (Rhodes) 舉行感恩晚宴，成人每位$50，2 至 12 歲兒童每
位$25，餐券將於 12 月 2 日（下主日）開始正式售賣，組員可經組牧報名，
未入組的朋友可於午膳或晚膳時間到售票處購買餐券，並歡迎弟兄姊妹們
自由組合成 12 人一桌。
8.同工放假 辦公室主任尹蔡霞珮姊妹放長期服務假至 28 日，
其主日職務將
由區孔令珩姊妹代替。
講道大綱：罪惡中的出路
創 6:9-7:24
1.大使命專款奉獻

Cindy Mo

Ruth Tam & Family

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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