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華人長老會

柏吉慶傳道
上週日是母親節，在很多社交媒體中看到很多人都在發出感言，
來感謝母親的生養和辛勞，但是我卻發現極少人去感謝屬靈上的
母親，因為從我們的傳統來說只有從肉身上生了我們的人，才是
我們的父母，但是在哥林多前書四章 15 節說到在耶穌基督裡用
福音生了我們的人也是我們的父母，所以我們應該去反思兩件
事。
第一，我們不應該只是感謝肉身母親的辛勞，還應該感謝神給我
們屬靈的母親。因為神藉著她們將福音傳給我們，使得我們有了
新的生命，而且這新生命已經超越了以前的生命，難道我們不應
該感謝她們嗎？
第二，我們不應該只在乎肉身上是誰的母親，更應該在意誰是我
們屬靈的子女。因為神不單只是讓我們生養眾多，更是讓我們在
基督的真道裡養育他們，使他們成為敬虔的後裔，那麼對於所有
姐妹來說，不論是單身的，未生育子女的，甚至不能生育的，都
同樣可以為神養育敬虔的後裔，因為你們同樣可以藉著福音生養
眾多，也就是將福音傳給那些未聽過福音的人，將他們帶到神的
面前。同時也可以關心照顧那些屬靈生命還幼小的弟兄姐妹，藉
著真道栽培他們使得他們的屬靈生命得以成長，那麼你們豈不是
比那些只在肉身上生育的人，生養更加眾多嗎？
當然我們最應該感謝的是我們的神，是祂使得我們不單有了肉身
的母親，而且也有屬靈的母親，也是祂使得我們有機會成為別人
屬靈的母親，讓我們可以彼此的服侍，因為一切都是出自於神。
上 主 日 出 席 人 數

普通話 成人 118 粵語 11 時 成人 206 粵語 5 成人 69 Bonnyrigg 成人 34 共 427 人
崇拜 小童 2 崇拜 小童 5 時崇拜 小童 1 普通話崇拜 小童 5 共 13 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11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30 人 中學主日學 38 人
共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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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
九時三十分普通話崇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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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敘

主 日 聚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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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崇拜
9:30 am
英語崇拜 Burwood 10:00am/4:00pm
粵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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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am
9:30am/9:45am/11:15am
兒童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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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部主管/協理 郭子龍牧師 0416-199307
教牧同工
粵語牧者
鄧子揚傳道 0410-513580
臨時會正
麥約翰牧師
粵語牧者
文慶輝傳道 0424-640867
顧問牧師
羅德麟牧師 0414-812776 普通話牧者
柏吉慶傳道 0433-761207
英文部主管/協理 何威民牧師 0414-992706 兒童牧者
黃湘錦傳道 0431-461258
英文助理
邱谷渝牧師 0406-971909 粵語義務牧者
何偉賢傳道 0414-668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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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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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1-998868
青少年牧者
許彼得傳道 0404-949190 邦尼里英語牧者 孫雷雷傳道
Scott Gorman 0416-920576

週禱事奉

家事分享

大使命:總會宣教士 請大家紀念在日本侍奉的 Adam & Helane
Ramsay 夫婦。目前 Adam 正在學習神學，為即將被按立做準備。同時
兩夫婦已經爭取到一些日本朋友願意和他們一起讀聖經，其中有一位
流露出想去教會的願望。感謝主的使用，願 Ramsay 夫婦在福音的硬土
上多得果子。
2. 國語聯合退修會
求神加給籌備的同工從主而來的智慧和力量，
知道如何的按照神的心意籌備此次的退修會，也求神給李君皙牧師有
從主而來的亮光，將從主而領受的可以清楚明白的教導給我們，也求
神感動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參與，使得每一個人都得益處，也求神使
用這次的聚會，使得我們榮神益人。
3. 中美貿易戰
最近中美貿易戰再次打響，使得兩國關係進入白
熱化，也使其他很多國家受到牽連，求神使得兩國政府可以冷靜的處
理現狀，也使得他們看到這樣會給人民帶來的影響，愿神的旨意成全。
特別需要：
1. 本會顧問牧者羅德麟牧師確診患上早期帕金遜症，正在接受治療和在
家休養，求主施恩。又為牧師的家人，特別是師母代禱，求主加添精
神體力，能給予牧師適切的支持和照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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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30 日)
1.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16,917

$24,000

-$7,083 (-29.5%)

經常費奉獻
進度表(至 2019 年 5 月 14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中文大使命

上週獻金

$195,385

$9,864

$247,000
-$51,615 (-20.9%)

$13,000
-$3,136 (-24.1%)

:

2019 年 4 月 30 日）

實收奉獻
奉獻目標
差距
（至

$16,055
$25,000
-$8,945 (-3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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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振明 何振婷、
Amy Xu & John Su,

Alice & Joseph,

:
黃志雄夫婦、

Ken & H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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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羽莊& Family

Tracy Cheung,

Sandy Au,
Nancy & family

,

同工工作安排 鄧子揚傳道是日到 Bonnyrigg 證道，下午返回。
母親節 High Tea 頌親恩 已完滿結束，是日有 74 人參加，包括 58 名
母親，其中 30 位為非本會會友，各人享受了一頓豐富 High Tea 之餘，
更為建堂基金籌得$1,420。多謝各位支持並感謝參與事奉的弟兄姊妹！
專業相片可以在 https://photos.app.goo.gl/Li2QHN5L87g1HVTa8 下載。
3. 洗禮班及
洗禮班及會友班 「洗禮班」繼續上課，另「會友班」將於下主日開
課 ，請已報讀的弟兄姐妹按時出席，查詢：蔡吳萍如姊妹（Linda)。
4. 失物認領
辦公室內及門外有多件待認領的衣物、私人物品及書
籍、聖經等，如有會友遺失物品，請儘快認領，如 6 月 2 日(主日)前仍
無人領取，教會將自行處理。謝謝留意。
5. 中神澳紐培靈講座
李思敬院長將於 6 月 8 日（週六）下午 6:00 在奧
克蘭基督教宣道會中信堂舉行「合神心意的祈禱」培靈講座，並會於本
會第一禮堂「直播」，歡迎弟兄姊妹參加，詳情請參閱海報。
6. 國語聯合退修營
力勤/邦尼里國語堂退修一日營將於 6 月 10 日
（Queens Birthday）在百思道華人公理會舉行，講員是李君皙博士，題
目是『心相印、愛相隨』，報名截止日期為 26 日，成人費用每人 25 元，
12 歲以下兒童免費，並設立兒童託管，希望弟兄姊妹踴躍報名參加，查
詢:蔡吳萍如姊妹(Linda)或林彩民姊妹(Vicky)。
7. 悉尼粵語公開講座
由「家新」和本會合辦的兩場教育講座將於 6
月 1 日（週六）在本會第一禮堂舉行，免費入場，自由奉獻；聚會設有
兒童節目服務，但必須報名。另 6 月 2 日（主日）設有恩愛夫婦感恩大
團聚餐會，詳情請參閱海報。
1.
2.

創世記 27-28:9

講道大綱：
講道大綱：偏愛的代价

引言

：

偏愛使人自私自利
偏愛使人不擇手段
偏愛使人關系破裂
神的愛却是犧牲自己

1.
2.
3.
4.

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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