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賢傳道

三月份在我們教會是充滿感恩的日子。每年年會的報告中，都會看到神對天
恩奇妙的帶領和充足的供應。回想在年中時，遇到事奉裏的挑戰，引發出憂
慮和煩惱，壓著自己透不過氣來。回過頭來，禁不住對自己微笑説：當轉眼
仰望耶穌，祂的擔子原是輕省的。年報中各項事工的進展和完成，是顯明了
父神使我們在天恩中每一位，都在祂的旨意中成長了，在祂所賜的屬天使命
上，藉著祂的恩典，我們向著標杆更走近了。
我想弟兄姊妹都會有著這樣的感受：二十週年的感恩活動是神豐足恩典的
見證。在三月三日的二十週年感恩崇拜裏，現場那種充滿動態的喜樂和澎湃
的讚美氣氛，叫自己激動的情懷，久久未能平復。每次翻閱當天崇拜或晚上
聚餐和弟兄姊妹所拍下的相片，心中都不期然地湧出句：「神是美好」。 這
是因著自己成了「神恩典的記號」而產生的喜悅。
回想在莎莉山時，母堂是滿有著神的恩典和福音的果效，兩堂的粵語會眾人
數不斷的加增，鼓動了教會要往前發展的動力。粵語教牧、長老和會眾經過
集思、相議及禱告，尋求主裏旨意的共識，採納了的方案是建立分堂，要差
派出一隊有相當人數的隊伍在大悉尼地區較中部的地方植堂。記得方案得
到廣泛的支持是因著包括向内及向外的兩方面考量。向内是為面臨滿座的
粤語崇拜釋出持續發展的空間。向外是在大悉尼中部建立像母堂規模的城
市教會去為福音努力。作為被差遣的一份子，離開是很捨不得的，因要和一
群多年同心事奉和生活上彼此支持的弟兄姊妹分開，更覺心痛的是一對年
幼兒子也要離別他們的好友。當時的心願是為神的使命付上代價，盡一點
力。但其實誰是配得上說：先給了神，然後叫祂償還的呢？在今天，天恩被
建立成為中英獨立會眾兩文三語九堂聚會的教會。神以恩典能力建立祂的
羊群，祂又以榮耀使命的成就及持續的成就來尊榮那屬於祂的，願意學習面
對挑戰和跟隨祂的子民。這是我們在感恩中可以見証的：我們雖是不配，無
力和有缺欠的人，靠著主能面對挑戰，也在神旨意成就的喜樂中有福份。
在感恩中，我們願意向前望，面臨似曾相識的挑戰。最為新朋友喜愛的粵語
早堂崇拜，座位容量又漸漸接近飽和。教會在不久的將來也會集思廣益去尋
求神旨意的帶領。願意神保守眾人的心思意念，因我們的神是體察人的，也
是知道各人難處的施恩主，必以過於我們能測度的保守和看顧來帶領我們
邁進教會的另一個二十年，迎接當下的挑戰和將來再感恩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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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恩華人長老會
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主後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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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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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1.

大使命:本堂宣教士

2.

復活節前預苦期記念主

3.

中國和美國質易談判

家事分享

白弟兄夫婦即將在東亞開展新的宣教事工，
感謝主賜給了倆夫婦莫大的勇氣，帶了兩個年幼的孩子前往陌生的土
地上傳揚福音。請大家代禱，願我們的主看顧白弟兄全家的健康，能
順利地拿到簽證以及賜下夠用的日用所需。
今年的復活節主日是 4 月 21 日。在禮儀
教會傳統中，復活節前四十天稱為預苦期，鼓勵信徒記念主耶穌在世
上為罪人得救受苦。在感謝神為我們預備救恩，又請幫助我們學習主
的樣式，在各樣的屬靈操練上，如禱告，學習神話語上付上心力，以
致常順服於聖靈帶領，在神家彼此服侍，又以福音心腸服侍世界。

記念談判的進展和結果，願神的旨意成就，
使人民所受的負面影響減少，使中國與西方世界的國際關係得以舒
緩，又叫中國政府對福音的政策能得改變，更為國內信徒在主內的平
安求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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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堂奉獻進度表 (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
預算支出

差距

$10,628

$12,000

-$1,372 (-11.4%)

進度表(至 2019 年 3 月 26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119,671
$156,000
-$36,328 (-23.3%)

上週獻金
$7,677
$13,000
-$5,323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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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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願爾名聖之意

中文大使命

2019 年 2 月 28 日）

實收奉獻
奉獻目標
差距
（至

講道大綱：願爾名聖
引言：

實收奉獻

經常費奉獻

1. 同工外出
鄧子揚傳道是日到哥頓浸信會證道，另柏吉慶傳道到加靈
福浸信會證道，下午返回。
2. 冬令時間
本週六（4 月 6 日）臨睡時請將時鐘撥慢一小時。
3. 四月份月禱會
粤語將於本週五
（4 月 5 日）
晚上 7:45 在第一禮堂舉行。
專題為成人培訓感恩，鄧子揚傳道分享。普通話則於辦公室外行政範圍內
舉行。會後教牧同工可與個別會友有私下祈禱時間，敬請弟兄姊妹盡可能
參加禱告事奉。
4. 同工放假
文慶輝傳道放假參與神學院的短宣至 4 月 1 日。
5. 教會年會
是日下午 1:30 在第一禮堂召開，請預留時間帶備議程及財
政預算參加。
6. 主日崇拜時段 為免影響崇拜及對別人造成不便，於崇拜時段(上午 9:30
至下午 1:00)請勿在第一及第二禮堂外喧嘩及作球類活動，多謝合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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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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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填寫後可放進報名箱或交回辦公室，亦可網上報名：
www.gcpc.org.au。是日最後報名。查詢:盧偉民長老 0413 806 351。
9. 康恩關懷中心主辦 話劇音樂會：「愛未完…待續」將於 5 月 25 日及 26
日分别在 Ryde Civic Hall 及 Club Central, Hurstville 舉行。門票每位十
元，憑票入場，如欲購票請聯絡黃高懷德教士，詳情請參閱單張。

2. 願爾名聖例釋

3. 願爾名聖實踐

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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