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華人長老會

何偉賢傳道

大家新年好，先和大家拜年：祝願主內諸事蒙福，主恩滿溢。今年生肖屬豬，
象徵多產多福，弟兄姊妹今年家中或團契小組內有喜事的，更祝願珠聯璧合，
主愛成家。
豬年是個人特別喜愛的。兄弟是一個豬仔，天父厚賜予我的伴侶是如珠似寶的
朱女士。神的恩典在新的一年，自然是一天新似一天，歳肖為豬更叫自己回味
主恩無盡。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生肖都是屬吉祥物，豬豬是親溺愛的稱呼，
小豬 emoji 很受歡迎，習主席的新年賀詞中，也談到豬為五畜之首。曾幾何時，
小豬並沒有現今的美好形象，年輕時成績表更要避免小豬的蓋印，因為這是疏
懶或不整潔的記號。現時的生物學科已為豬豬平反，確認牠是屬聰明並注重潔
淨的動物。
在舊約聖經中，豬的形象遇到的是更大的挑戰。利末記定立潔淨可食用的動物
時，豬因是分蹄但不倒嚼而被分類為不潔，在信仰上是要避免接觸的。這是神
在建立以色列成為單單屬於祂自己的子民時，在信仰主導生活的原則上，以色
列民需要學習的持守。隨著主耶穌降世帶來約的更新，使徒行傳中神宣告祂所
看為潔淨的，不可以為不潔，潔與不潔的分類已由信與未信所取代。在主耶穌
的福音也是如此，我們原是不潔的，因信靠基督已被算為可喜悅的(豬豬們)。
在馬太福音的記述，有一個奴隸為眾多的污鬼所捆綁，在受苦中不能自救，痛
苦無比。經文記載主耶穌向他發出憐憫，在重重的捆鎖中釋放了他。當時當地
的一群豬更為主所用，叫那人從污穢中得釋放。主明言祂的使命是叫人得生
命，而且得的更豐盛。主耶稣改變生命大能的奇妙在這經文的記載中，叫人讚
嘆。那在當代被看為不潔淨，未合為神所使用的豬群，主卻使用，叫人得著生
命的重建。
我們也知道自己的生命中，實在有些角落是尚未得著完全和豐盛的：或是一
些多年未能完全改善的陋習/生活方式；甚至我們的內心因為自己的行為心
志不完全，看自己好像舊約的豬群一樣，害怕不為神所接納的，而未能更放開
為神使用。願意萬福的主耶穌，施恩給我們，在新的一年中更新和改變我們；
譲我們從一些未能叫主得榮耀的習慣，思維或生活方式中得釋放被建立，得著
主內的真自由，越來越有著主基督自己的形象和樣式，使個人蒙福，亦能成為
叫他人得恩的管道和福音見証。正因為我們蒙召是要成為基督的身體：身體
本是一個，在基督裏是可以同心合意，彼此接納和彼此建立的。讓我們新的一
年，在神家裏的各種聚會，特別是每週的主日敬拜和每月的月禱會積極參與，
多領受神的恩典，在豬年中，活出越來越像主的生命。
上 主 日 出 席 人 數

Bonnyrigg 成人 28 共 40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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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10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28 人 中學主日學 42 人
共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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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時十五分粵語崇拜程序
本週 下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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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崇拜
英語崇拜 Lidcombe 9:45am/5:00pm
9:30 am
粵語崇拜
英語崇拜 Burwood 10:00am/4:00pm
11:15am/5:15pm
中學級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11:15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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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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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使命:水族

2.

訪宣退修 為郭牧師在菲律賓 Compassion 訪宣之旅及家庭休假禱告。
願牧師有一段美好的主內休息時間，在計劃教會發展，團隊領導和會眾牧

世代居住在貴州省雲貴高原東南部，屬於多神信仰的民
族，一直以來，沒有準確數據顯示水族有多少基督徒，只是知道有大約九
成的水族人還沒有聽過福音。請大家迫切地為水族禱告，願救恩的門為水
族大大打開，主的榮光充滿水族。

養上都蒙恩得力。
3. 中學/兒童主日學
為學生從年幼時從聖經學習，藉神恩帶領，到成長也
不徧離禱告。也為老師們的付出和忠心感恩。又記念人手的不足，求主感
動及興起弟兄姊妹參與事奉。
特別需要

：

1. 為會友徐黃文歡的康復進度感恩，亦求主繼續醫治，使她早日恢復日常生
活的體能。
2. 求主保守胡雷寶玲姊妹的身體狀況，並賜予胡克儉弟兄及王胡嘉坤一家足
夠的體力和精神護理胡太和照顧家庭，更求賜內心的平安和帶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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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收奉獻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預算支出
差距

$69,822

$72,000

建堂奉獻進度表

進度表

(至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堂慶感恩晚宴
為慶祝本會立堂二十週年，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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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為最後售票日期，查詢:教會辦公室。
2.二十週年堂慶感恩崇拜
將於 3 月 3 日（主日）上午 10:00 假座 The Property
Investors Alliance (PIA) 的場地以普通話及英語舉行聯合崇拜(2 Australia Ave,
Sydney Olympic Park NSW 2127)。如需耳機翻譯粵語者，必須預先登記。另因
場地的車位有限，鼓勵弟兄姊妹乘搭公共交通參加崇拜，於當日只有少量車位
預留給行動不便的朋友。如有以上兩項需要的人士，可於午膳或晚膳時間在司
事檯登記。查詢: 黃高懷德教士。
3.同工放假
郭子龍牧師放假至 26 日，當中 7 至 12 日將會參加 Compassion
於菲律賓專為中文牧者而設的訪宣行程。
4.主日學
因中學主日學至下午 1:00 才下課，為免影響中學主日學上課，敬
希兒童主日學家長先在樓下等候，至下午 12:30 後才到樓上接貴子弟。
5.普通話堂慶新春
將於 16 日（本週六）晚上 5:00-8:00 慶祝春節聚餐活動，
歡迎弟兄姐妹報名參加，查詢:柏吉慶傳道。
6.聖經專題講道會
恩道基督協會將於 3 月 15 至 17 日舉辦「2019 年雪梨華
人基督徒聖經專題講道會」，主題:「公義重尋」，由楊慶球牧師以粵語主講，
免費憑票入場。本會有少量門票，有意參加者可聯絡教會辦公室，亦可網上
www.lcca.org.au 或電話訂票 0423 836 270（Winnie）
。詳情請參閱海報。
7.澳神課程
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延伸神學課程之 2019 年第一學期已開始
接受報名。詳情請見 www.ctca.edu.au 或聯絡學院（電郵:ctca@ctca.edu.au 或致
電:9715-2992）。
講道大綱：見利忘義
創 13-14(新譯本)
引言:
1.

經常費奉獻
2019 年 2 月 5 日)

$50,979
$65,000
-$14,021(-21.6%)

上週獻金
$12,707
$13,000
-$293(-2.3%)

-$2,178(-3.0%)

中文大使命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實收奉獻
奉獻目標
差距
（至

1. 重拾往日信，回歸神應許

$59,277
$73,500
-$14,22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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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en Soe

孫秀蘿 王建軍 林羽莊 & Family

Helen & David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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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 & Helen

Vicky Chiu

Sandy Au

2. 見利而思遷，漸與惡為朋

3. 既以神為依，也以神為準

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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