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慶輝傳道
在上週舉行的神學課程畢業典禮，最終在歡呼喜樂中圓滿結束。我們
「天恩」（包括中英文堂）總共有九位弟兄姊妹，在那一天晚上同時獲
得頒發畢業證書，這是一個創紀錄的壯舉。那晚不但畢業生的人數打破
紀錄，來到現場祝賀的弟兄姊妹也刷新了新的紀錄。按我個人粗略的統
計，單單是來自「天恩」的弟兄姊妹、朋友與家人參加畢業典禮的，就
超過五十人。那天晚上我不但看到一個高朋滿座、歡欣洋溢的場面，我
更看到一幅令人感動和充滿愛心關懷的圖畫。我們懂得愛，因為神先愛
我們。作為教會我們屬於同一個家，基督就是我們一家之主，我們生活
在教會當中，就好像一家人生活在同一屋簷下，作為家人最基本的就是
彼此分享，無論甚麼事都彼此面對。保羅提醒我們：「與喜樂的人要同
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羅 12:15)。當我們有開心快樂事，我們就
一同慶祝; 遇傷心難過事，我們就一同哀哭。所以我不單為到「天恩」
弟兄姊妹的到來而高興，更為着他們有彼此的相愛的心而感恩。
一個「畢業典禮」的完成，亦代表着另一個新挑戰的開始。在完成神學
學位的同時，我亦開始了牧職訓練的課程，估計需要兩年時間才能完成
「長老宗」對牧師後選人按立的要求。忘記背後的成敗得失，努力面對
前面的挑戰，是我現階段的心態。求學問就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我
們的信仰人生不也正正就是如此嗎？我們要不斷成長，不斷向着標竿直
跑，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得到主耶穌基督為我們安排的最後賞賜，就
好像使徒保羅勉勵信徒一樣：「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要我得的。弟兄們，我不是
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
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 3:1213) 。
我還記得這段經文，是我洗禮時一位弟兄對我的勉勵。一眨眼十四年的
時間過去了，但到現在神話語的能力仍舊不變，他的話依舊成為我的座
右銘，指引著我的前路，引領著我的信心。現在我也想用這段經文勉勵
大家，無論在什麼光景，我們都要在信仰的道路上，彼此扶持、互相激
勵，一起向著標竿直跑。當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讓我們大家都能夠
在天家，在主耶穌為我們安排的新天新地，一同慶祝我們每一個人「最
終的畢業典禮」，並與耶穌基督一同得永恆的榮耀。
上 主 日 出 席 人 數

共 人
共 人
共 人

388
普通話 成人 116 粵語 11 時 成人 171 粵語 5 成人 75 Bonnyrigg 成人 26
崇拜
崇拜
8
小童 1
小童 5 時崇拜 小童 0 普通話崇拜 小童 2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15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23 人 中學主日學 31 人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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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恩華人長老會
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主後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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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時十五分粵語崇拜程序

序 樂 (會眾默禱)
宣 召 詩 95:6-7
讚 美 主愛同在 我神真偉大
禱告
讀 經 西 1:3-8
證 道 「為教會感恩」
牧 禱 宣教分享
奉 獻 謝謝我主
歡迎
三一頌 (眾立同唱)
祝福
殿 樂 (會眾彼此祝福問安)

這樣的愛

本週

下週

黃沛晴
何偉賢
敬拜隊帶領
何偉賢
李文鐘
梁國權老師
郭子龍牧師
敬拜隊帶領
何偉賢

鄧浩欣
鄺陳冰冰
敬拜隊帶領
鄺陳冰冰
李梁美貞
羅德麟牧師
郭子龍牧師
敬拜隊帶領
鄺陳冰冰

郭子龍牧師
黃沛晴

羅德麟牧師
鄧浩欣

主 日 聚會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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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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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同工
臨時會正
顧問牧師
英文部主管/協理
英文助理
英文助理
青少年牧者

麥約翰牧師
羅德麟牧師
何威民牧師
邱谷渝傳道
黎子傑傳道
許彼得傳道

0414-812776
0414-992706
0406-971909
0413-132103
0404-949190

中文部主管/協理
粵語牧者
粵語牧者
普通話牧者
兒童牧者
粵語義務牧者
邦尼里普通話牧者
邦尼里英語牧者

郭子龍牧師
鄧子揚傳道
文慶輝傳道
柏吉慶傳道
黃湘錦傳道
何偉賢傳道
孫雷雷傳道
Scott Gorman

0416-199307
0410-513580
0424-640867
0433-761207
0431-461258
0414-668198
0421-998868
0416-920576

週禱事奉

家事分享

大使命:中信宣教士 駐澳門的甘秀麗，三十年來為主作光作鹽、傳主的
福音。探訪事工是甘教士的事工之一，經過多年殷勤地探望在澳門工作的
勞工，向他們傳福音，不斷地為他們禱告，當神的時間來到，他們從拒絕
福音的態度轉到接受，受洗歸入主基督，這樣的見證，就成為甘秀麗宣教
士一直以來在這福音硬土上服事主的動力。
2. 新西蘭恐怖襲擊
為早前發生在新西蘭恐怖襲擊禱告，祈禱上帝憐憫那
些傷者 和死者 的家人，醫治他們傷痛的心靈。我們知道這些事可能發生在
任何地方，沒有哪個國家能避免。這提醒我們為那些不認識神的人祈禱，
包括我們的家人和朋友，讓他們有機會認識主才是真正的上帝，接受主為
真實的救主。讓我們更多地依靠神，並相信祂是掌管一切，並帶來平安和
喜樂。
3. 新州大選
已經在週六完滿結束，為此而感恩。求主繼續帶領我們的政
府，因為我們知道君王和統治者的心，都在神的掌握當中。求神按祂的旨
意賜福與我們的國家，幫助我們行祂眼中看為正的事。更讓我們能夠順服
當權者的帶領，因沒任何一個領袖不是出自神的許可。願榮耀都歸於祢。
特別需要：
1. 為身體欠安的肢體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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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堂奉獻進度表 (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10,628

$12,000

-$1,372 (-11.4%)

經常費奉獻
進度表(至 2019 年 3 月 19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111,994
$143,000
-$31,006(-21.7%)

上週獻金
$11,591
$13,000
-$1,409 (-10.8%)

中文大使命

4. 教會年會
將於 31 日（下主日）下午 1:30 在第一禮堂召開。如已預定
年報之小組，請組牧到辦公室領取。亦有少量年報及 2018 年會會議記錄
放於司事檯，歡迎取閱。請預留時間帶回議程及財政預算參加。
5. 長青區
定期聚會逢每月第二及第四週三下午 10:30 開始，本週三(27
日) 下午 11:30 特別敦請心臟科專科毛功達醫生於本會第一禮堂主講
「心
臟病的一般常識」
，費用全免，會後有午膳供應，擬參加午膳者須報名，
每位五元。查詢:黃高懷德教士 (Rosemary)。
6. 姊妹查敍
「婦女健康日」將於 4 月 6 日（週六）上午 10:00 至 12:00
在本會第一禮堂舉行，主題:「如何意識到女性健康問題? 」適合 20 至 75
歲的女士參加。查詢:黃高懷德教士(Rosemary)。
7. 粵語查經預習
於是日下午 1:30 在二樓茶水間舉行，敬請有關弟兄姊
妹依時出席。
8. 環球聖經講座 「顛覆群體認知的福音」將於 29 至 31 日在 PIA 大禮堂
舉行，講員：鮑維均博士。本會有少量門票，有意參加者可聯絡郭子龍牧
師。詳情請參閱海報。
9.粵語培訓課程
課程簡介可於司事檯取閱，請大家禱告後參加合適課
目，靈命茁壯成長，榮耀天父。報名表
後可放進報名
回辦公室，
亦可 上報名： www.gcpc.org.au。
報名日期為 31 日。查詢
長 0413 806 351。

網
老
講道大綱：為教會感恩

填寫
截止

$7,451
$12,500
-$5,049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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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y Au, Sally & Yew Ming, King & Jean Li, Gordon Pang, Emily Hung,
May & Hung Lo,
Amy Xu & John Su,
J & J Leong
林羽莊& Family、
何振明 何振婷、 黃志雄夫婦、 朱潤坤夫婦、 胡榮榮 許永全、 陳錦華、 潘慧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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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或交

:盧偉民

西 1:3-8

2019 年 2 月 28 日）

實收奉獻
奉獻目標
差距
（至

是日承蒙現任「中神」生命之道事工主任梁國權先生蒞臨證道，
特此致謝。
2. 大使命專款奉獻
是日為宣教分享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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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同工放假
鄧子揚傳道放進修假至 26 日（週二）。另文慶輝傳道由是
日至 4 月 1 日放假參與神學院的短宣。
1.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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