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龍牧師
每一個人都會有過妒忌其他人的經歷。我們也許會認為嫉妒是一種自然
而然的反應，但它其實是我們一種扭曲了的觀點帶來的表現。嫉妒的觀
點看世界的時候令我們看不見事物的真相，把事情某方面誇大時卻又忽
視其他方面的實情，更可能把事實及真相扭曲過來。
嫉妒的觀點帶來最少五種危險：
1. 嫉妒是自我中心
嫉妒的世界觀是要把我們自己跟人相比。自己所得到的及擁有的必
定要最多及最好，就算自己已經擁有很多仍然覺得不夠好，因為有些
人比我們擁有更多。
2. 嫉妒是敬拜偶像
如保羅在羅馬書 1:25 所說，嫉妒的觀點會令我們「敬拜事奉受造之
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注重的都是物質上，人脈上的滿足，以為
從被造物那裡得著一切，從而忘掉了造物主的偉大及榮美。
3. 嫉妒是自以為義
嫉妒令人覺得「我應當得著更好或更多」。「應當」的想法正是嫉妒
的觀點危險之處，它讓我們記不起自己滿有罪性的光景。除了神的恩
典與憐憫之外，我們完全沒有理由得著任何從祂來的供應。
4. 嫉妒是目光短小
嫉妒的觀點是只顧目前而不懂得放眼永恆。此時此刻的一切原本並
非終點，而只是要到達永恆的一個過程。嫉妒卻令人只會看重那些短
暫的東西及放棄那些永恆的東西。
5. 嫉妒是罪的來源
嫉妒亦並不會止於嫉妒。它會帶來其他不同的罪，包括思想上、行為
上及言語上的罪。
我們其實只有從耶穌那裡才能得著真正的滿足而不須妒忌其他人。祂為
我們降世為人，活出一個自我犧牲的生命，讓我們從祂的拯救得著滿足，
並得以從嫉妒裡被釋放出來，懂得為其他人感恩。
上 主 日 出 席 人 數

普通話 成人 123 粵語 11 時 成人 196 粵語 5 成人 69 Bonnyrigg 成人 21 共 409 人
崇拜 小童 1 崇拜 小童 3 時崇拜 小童— 普通話崇拜 小童 4 共 8 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13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37 人 中學主日學 30 人
共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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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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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3
讚 美 榮耀歸於真神 怎能如此 每一天
一顆謙卑的心
禱告
讀 經 創世記 30:25-31:21 [讀 30:25-43 ]
證 道 「不公不義」
回 應 耶穌在我里面
牧禱
宣佈
奉 獻 獻上自已為祭
三一頌 (眾立同唱)
祝 福 (會眾同唱三疊阿們)
茶敘

主 日 聚會時間

本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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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吉慶傳道

下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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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振明
郭子龍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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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龍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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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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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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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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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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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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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谷渝牧師 0406-971909 粵語義務牧者
何偉賢傳道 0414-668198
0413-132103
英文助理
黎子
傑
傳道
邦尼里普通話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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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使命:宣教士陳求真姊妹
大使命 宣教士陳求真姊妹（Kim）
）
因為工場環境改變而無法返回
東亞工場侍奉。今年七月 Kim 將轉到南亞某國的華人社區去教授英
語和繪畫三個月。願我們的主賜各樣的能力給 Kim，
成為一個好老師，
願更多的人通過她能認識神，並求主讓 Kim 明白是否要長期在那裏
侍奉。
2. 天恩國語聯合退修營會
為明天力勤及邦尼里國語堂在百思道
華人公理會舉行的營會禱告，求神讓他們可以從中互相認識，深入溝
通。亦求神使用講員讓弟兄姊妹們懂得相交的重要。
3. 牧職候選人
感謝神柏吉慶傳道及何偉賢傳道於上週三的區會裡
被接納為牧職候選人。求神讓他們在餘下的學習及課程得著祂的光
照。
特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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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預算支出

差距

$16,917

$24,000

-$7,083 (-29.5%)

上週獻金
$11,188

$286,000
-$58,926 (-20.6%)

$13,000
-$1,812 (-13.9%)

【本月獻花】

Amy Xu & John Su

4.澳神國語神學講座
澳神國語神學講座
主題：「按正意分解真道」將於 7 月 26-28 日
在基督學院舉行，講員為蔡麗貞博士，詳情請參閱單張及海報或致電
(02)9715 2992。
5. 教會清潔和衛生 為保持教會清潔及防止蟲鼠滋生，請切勿在教會
內有地毯的地方進食；請將剩餘的食物垃圾及渣滓掉在廚房的大垃
圾桶而勿丟棄在行政樓及二樓課室的垃圾桶內，謝謝各位合作。

創世記 30:25-31:21

1. 人為利益失去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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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国語成人主日學 是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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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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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大使命

$227,074

:

2. 美食嘉年華
將於 8 月 24 日（週六）上午 10:30 至下午 2:00 在本
會舉行，目的為建堂基金籌款。內容包括各款精美食品、攤位遊戲及
特別表演等，敬請大家預留時間及邀請朋友參加。

引言：
引言：

實收奉獻

進度表(至 2019 年 6 月 4 日)

郭子龍牧師是日到 Bonnyrigg 證道並主持聖餐，
下

講道大綱：
講道大綱：不公不義

建堂奉獻進度表 (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
經常費奉獻

1. 同工工作安排
午返回。

:

:

何振明+何振婷 林羽莊& Family Sandy Au
May & Hung Lo
Keith & Mabel
Kitman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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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用手段奪取公義

3. 神施恩典成就公義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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