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子揚傳道
繼續上次〈靈命塑造〉書中，一篇題目為「靈命塑造是甚麼？」的文章。作者
迪特尼指出，僅僅知識（即使是正確的知識）是不會帶來生命改變的。因為「人
們接收到的訊息，需要經過積極的轉變成對自己有意義的東西，（生命）才得
以被改造、重塑、和有顯著的改變」。
這道理其實不難理解，我就用一個例子說明：這就好比今天的補習班，對於一
個懶惰、無心向學的學生來說，是意義不大的。因為無論補習班老師的講授，
是如何的深入淺出、顯淺易明，答題技巧是多麼的精湛，在一個看不見讀書意
義的學生面前，他所聽到的知識很快就會被生命中，其他優先的事情沖走。相
反，一個渴求進步的學生，就會將他在補習班所獲得的知識和技巧，珍而重之
的去重溫、理解和記存，然後再將它運用到其他問題上，如此不斷反覆操練，
直到將所獲得的知識熟練，化為自己的基因那樣。所以，一個人心態上的分別，
就好比以上描述的兩種學生，會使他往不同的方向前進，得到不同的結果。
這也點出了聽道和查經的不足之處了。來參與崇拜聽道和查經班的人，一般都
是被動地吸收訊息的。道理同上，對於看不到靈命成長的意義，不渴望生命獲
得更新，以及不盼望與基督同行的人來說，無論所聽到的真道是多麼震撼，過
後很快生命又會回到之前固有的狀態。這就是因為真理的訊息，並沒有得到珍
重、重溫、理解、反省、實踐和操練，以至帶來核心價值觀的轉化，使人活出
基督的榮光（林後 3:18）。所以，迪特尼認為在信徒的靈命塑造中，知識
（knowledge）僅被視為基督徒成長的途徑，為要我們在實踐彼此相愛中，結出
永恆的成果（約 15:16-17）。
因此，作者下一個靈命塑造重點就是「門徒訓練」（註：近年趨向用「互愛同
行」），這也是主給門徒的大使命（太 28:19-20）。既然「真知識」是需要透
過「渴慕的心」和「應用實踐」，來使它轉化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麼，學
習基督的生活方式（例如簡樸、祈禱、獨處、信靠父和遵行祂的話等），努力
地作主所做的事（例如教導、關懷、服事、與人吃喝相交等），就是將我們頭
腦上的聖經知識，透過具體的實踐和應用，在實際上所遭遇的種種困難中，以
及歲月的磨練下，轉化成基督般的品格。這就像我從前，嘴巴上認同父母養育
之恩，與我自己成為父親後再說出同樣的一番話，我話中的內涵與個人生命的
改變，是截然不同的。弟兄姊妹，靈命塑造對我們而言，是必然和必須的，別
讓真理的知識，只停留在頭腦上，而失去體會與主結連的福份。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
他，並且要向他顯現。」（約 14:21）
上 主 日 出 席 人 數

普通話 成人 118 粵語 11 時 成人 185 粵語 5 成人 76 Bonnyrigg 成人 34 共 413 人
崇拜 小童 1 崇拜 小童 3 時崇拜 小童— 普通話崇拜 小童 5 共 9 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15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20 人 中學主日學 34 人
共 6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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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恩華人長老會
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主後二零一九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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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時三十分普通話崇拜程序

序 樂 (會眾默禱)
歡迎
宣 召 詩 9:1-2
神羔羊
讚 美 我們來到主面前
耶和華的膀臂環繞我
禱告
讀 經 創世記 29-30:24 [讀 29:15-30 ]
證 道 「『自以為是』的陷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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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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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大使命:OMF 宣教士蘇瑤虹姊妹 已經在臺灣侍奉兩年的 Vivian 將於
九月回悉尼述職。感謝神的使用，Vivian 已將福音帶給了很多朋友，其
中有位李太太在臨終前終於信主。願我們的主繼續帶領 Vivian，也為她
即將在悉尼的住宿和交通工具的安排代禱。
2. 建堂感恩
感謝神在天恩教會的建堂還款上，一直施恩、看顧，又得
眾人的支持，見證了主願意使用我們教會，並與我們同行。願神繼續在
建堂獻奉上賜恩惠，好讓教會能夠支持和拓展其他福音事工的需要。
3. 長青區郊遊
感謝神！賜福與上週三的鸚鵡島戶外聯歡，讓眾弟兄
姊妹和朋友們都踴躍支持，有近一百一十人參加，而更高興的是當中有
一半都是未認識主的朋友；又感謝主保守，使眾人都有平安和滿有喜
樂！求主使用其中的短講信息，以及眾聖徒的愛心，並聖靈的感動，叫
這些未認識祢的朋友，願意繼續認識祢，直到樂意信靠祢。
特別需要：
1. 為身體欠安的肢體代禱：羅德麟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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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1.

$16,917

$24,000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中文大使命

上週獻金

$216,886

$8,914

$273,000
-$56,114 (-20.6%)

$13,000
-$4,086 (-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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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羽莊& Family

Amy Xu & John Su

May & Hung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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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工作安排 鄧子揚傳道是日到 Bonnyrigg 證道，下午返回。
2. 六月份聯合月禱會
將於 7 日（本週五）晚上 7:45 在第一禮堂舉行，
主題：「真正的依靠」，敬請弟兄姊妹盡可能參加禱告事奉。
3. 国語成人主日學 是日及下主日《認識我們所相信的》有疑難解答時間，
歡迎學員參加；《新約之旅》課程將於 16 日開課，盼望弟兄姐妹預留時間
參加，查詢：柏吉慶傳道。另「會友班」繼續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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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日内仍無人領取，教會
將自行處理。謝謝留意。
5. 澳神國語神學講座
主題：「按正義分解真道」將於 7 月 26-28 日在
基督學院舉行，講員為蔡麗貞博士，詳情請參閲單張及海報或致電(02)
9715 2992。
6. 中神澳紐培靈講座
李思敬院長將於 6 月 8 日（本週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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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創世記 29-30:24

講道大綱：『
講道大綱：『自以為是
：『自以為是』
自以為是』的陷阱

引言：
引言：
1.

人所作的謀算永遠不及神所作的計劃

2.

人心中的喜好永遠不及神心中的揀選

3.

人付出的工價永遠不及神付出的代價

-$7,083 (-29.5%)

經常費奉獻
進度表(至 2019 年 5 月 28 日)

家事分享

:

Sandy Au
Keith & Mabel
Kitman Ng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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