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華人長老會

孫雷雷傳道

禱告對於基督徒來說有什麼好處，或者說禱告有什麼用處？讓我用夫妻
之間的愛情來作類比，回答這個問題。一位沒有時間給另一半的丈夫或
是妻子，無論他/她忙碌的理由是什麼，最終很可能會給他們的夫妻關係
帶來大麻煩。同樣地，如果一對夫妻只是以養育小孩的效益來證明彼此
的親密，日子也會過得很辛苦。我們可以想象，一對真正相愛的夫妻彼
此之間的關係。他們日復一日地為對方付出，日子有時平順、有時困頓，
但他們的關係隨著歲月加深，也為彼此的生命帶來意義。在這樣親密的
夫妻關係中，他們也能夠體會、表達對彼此的意義。就在這樣一對親密
的夫妻關係中，突然妻子問丈夫一個問題：「我們相愛有什麼好處？有
什麼用處？重要性在哪？」他的丈夫會感到不解、驚訝、也許還會生氣。
這種愛的氣氛也瞬間消失了。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愛」不關乎是否有
用，有好處。如果一旦我們在愛之前去追問這些問題，就已經把愛變成
了「待檢驗的物品」，而不是「有待我們去活出的經驗」。
如果把祈禱描述成「與上帝愛的關係」，祈禱的人也面臨和那位妻子同
樣的問題，祈禱不是拿來用的，而是拿來生活的。在禱告中經歷上帝，
本身就是一個證明。我們會去祈禱，往往是因為經驗到認識上帝的喜悅。
所以祈禱的重點並不是有什麼好處，有沒有用。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祈禱是我們與上帝愛的關係，焦點並不在於用處 。祈禱是人類關係中獨
一無二的，因為那是和上帝的關係。上帝永遠是相遇的主導者，人不能
利用祂或是操縱祂。
耶穌教導我們要對天父說：「願你的旨意成就」。我們的禱告往往是相
反的， 我們自己決定什麼對我們是最好的—工作、健康、安全感，等等。
然後，我們求主將我們想要的賜給我們。如果把祈禱當作達成我們目標
的工具，實在是把祈禱看得太狹隘了。上帝之所以是上帝，是完全不受
我們的目的所操控的。如果我們不以自己或社會的目標來衡量，而是以
上帝對世界的計劃來衡量，我們問題的焦點就改變了。現在問題不再
是：「祈禱能幫助我們及社會達到目標嗎？」而是「祈禱能幫助我們尋
求上帝對我們和世界的計劃嗎？」，「祈禱能幫助我們分辨並順服上帝
的旨意嗎？」這才是我們應當關注的問題，從這一層面來看，祈禱對我
們也是絕對有益的。
上 主 日 出 席 人 數

共 396 人
共6人
共 69 人

普通話 成人 115 粵語 11 時 成人 193 粵語 5 成人 67 Bonnyrigg 成人 21
崇拜
崇拜
小童 2 時崇拜 小童 0 普通話崇拜 小童 4
小童 0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10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20 人
-4-

中學主日學 39 人

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主後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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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樂
歡迎
宣召
讚美
禱告
讀經
證道
回應
牧禱
宣佈
奉獻
三一頌
祝福
茶敘

九時三十分普通話崇拜程序
(會眾默禱)

詩 111:1-3
祢真偉大 我的救贖者活著
我要唱那最美的歌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創 40:1 – 41:45 (讀 40:1-23)
「從監牢到王宮, 從囚犯到丞相」
因祢與我同行
感謝
(眾立同唱)
(會眾同唱三疊阿們)

主 日 聚會時間

本週

下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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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崇拜 Lidcombe 9:45am/4: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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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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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崇拜
11:15am/5: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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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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cpc@gcpc.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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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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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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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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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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使命:OMF 宣教士 羅承香姊妹剛結束為期兩個月的日本短期侍
奉，接下來將繼續在 OMF 國際部工作，同時在悉尼的日本福音教會侍
奉一年或一年半。直至 2020 年中再考慮是否重返日本工場。請大家為羅
姊妹的健康和需用禱告，願我們的主賜下智慧和強健的體魄，無論侍奉
在日本還是澳洲，都得神的喜悅。
2. 美食嘉年華
为 24 日（周六）教会的嘉年华活动祷告，求神保守各
项活动能有好的预备，赐给我们当天能有一个好天气。使我们透过这次
的活动更好的服务社区，做好福音的事工，也为教会的建堂基金筹款。
3. 教會侍奉人員
為多年來在各個不同崗位服侍的弟兄姊妹們感謝神。
1.

求神親自報答他們的辛勞及恆心。求神興起更多的弟兄姊妹們，好使各
部門人手不足的情況得以改善。更祈求神令肢體們能夠更深入地被祂的
恩典感動，從而在大家的生命中活出感恩的心，讓榮耀頌讚都歸給祂。
4.
繼續為香港政府、執法人員、市民、教會、在示威中受
傷的人仕代禱。求神憐憫我們破碎和分裂的社會，阻擋那些引發暴力、
衝突和分裂的惡勢力。求主賜我們有信心和勇氣，在現今這艱難的香港，
等候上主的作為，因我們深信主是那位在洪水泛濫時仍然作王的神，掌
管明天的主。

香港的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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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印生姊妹等。

建堂奉獻進度表 (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32,995

$42,000

-$9,005 (-21.4%)

同工工作安排 柏吉慶傳道是日到 Bonnyrigg 證道，下午返回。
同工放假 黃湘錦傳道於 16 至 26 日放年假。
天恩 2020 Compassion 訪宣 教會將於明年 2 月 3-10 日期間組織訪宣
隊到菲律賓，到該國不同的 Compassion 中心體驗神在當中奇妙的工
作，並且把愛心及鼓勵帶給當地有需要的家庭。查詢:郭子龍牧師。
4. 事奉崗位意向書
弟兄姊妹如有興趣加入新的事奉崗位，請於司事
檯取「事奉崗位意向書」填妥後放入收集箱。
5. 美食嘉年華
將於 24 日（本週六）上午 10:30 至下午 2:00 在本會舉
行，代用券是日繼續於早茶時段或午膳/晚膳時間在第一禮堂購買。敬
請大家預留時間及邀請朋友參加。
6. 粵語培訓課程 「西敏斯特信條（第二季）」於是日下午 1:30 在圖書館
開課，請已報讀的弟兄姊妹依時出席。查詢:盧偉民長老 0413 806 351。
7. 中學主日學
退修會將於 10 月 11 日（週五）至 13 日（主日）舉行，
歡迎六至十二年級學生參加，截止報名日期為 9 月 22 日，詳情請向許
彼得傳道或彭君健弟兄(Gordon Pang)查詢。
8. 「澳神」
將於 9 月 14 日（週六）在基督學院舉
澳神」獻身營暨開放日
行，時間:獻身營下午 2:00 – 6:00; 開放日晚上 7:00 – 9:00。誠邀蒙召正
考慮全時間事奉或有意修讀神學課程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參加。詳情請
參閱海報或瀏覽網站 www.ctca.org.au。
9. 粵語音樂培靈會 「明鳴頌樂」將於 9 月 21 及 22 日晚上 7:30 至 9:15
在雪梨長老會女子中學舉行。票價$10，憑票入座。詳情請參閱海報。
1.
2.
3.

講道大綱：
講道大綱：從監牢到王宮, 從囚犯到丞相

引言：
引言：
1.

神主宰權能為約瑟出監的安排

$29,047
$43,750
-$14,703 (-33.6%)

2.

神的時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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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瑟有從神而來的智慧能力可以解决飢荒

經常費奉獻
進度表(至 2019 年 8 月 13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上週獻金

$335,453
$416,000
-$80,547(-19.4%)

$9,837
$13,000
-$3,163(-24.3%)

【本月獻花】 何振明 何振婷
Alice & Murdoch
Lydia Mau

莊

中文大使命

（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

實收奉獻
奉獻目標
差距

林羽 & Family
Sandy Au
Lisa Hur
Ann Dan
Johnson Soe
Rosaline Yu
Ruth Tam
Amy Xu & John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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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瑟出監治理全天下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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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40:1 – 4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