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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子揚傳道  上訴長達長 10年的「巴里 9人」運毒事件，近日已經漸入定案，印尼總統態度堅定，拒絕給予兩位犯人 Andrew Chan 和 Myuran Sukumaran 減刑。若
Andrew和 Myuran的法律顧問團再無法找出有效的抗辯途徑，那麼目前已被押往「行刑島」的二人，將很快面對他們的刑罰。 事原於 2005年，他們因為企圖從印尼巴里島運出超過 8公斤海洛英而被捕，次年 2月被判死刑（槍決），但因著他們親友的幫助和澳洲政府的遊說，行刑得到押後，方使他們存活至今。10年鐵窗之下，Myuran成了一名藝術家，而
Andrew則成了一名敬虔的基督徒，聽說他還學會了印尼語，並且在獄中學習神學，開設了英文主日崇拜，又成了許多人的導師。他們的監獄長在一次訪問中表示，Andrew和Myuran是囚犯中的典範，不斷散發著正面的影響，他們不該被處決。到底一個回轉悔改的人，該怎樣處治他呢？是訴之以法？還是處之以仁？ 按律法原則來說，犯錯受罰是正常不過的，無論在我們的社會、在我們工作的公司、在家庭裡、甚至在教會裡，都必須有國法和家規來維持組織的正常運作，保障各人的生命和利益等等。相反，我們的問題往往是希望凡事都有「人情」，當人輕視律法和規矩的話，那社會必然會腐敗叢生、惡人當道，也就像在舊約阿摩斯書中，所描述當時的以色列國的情況：「你們苦待義人，收受賄賂，在城門口屈枉窮乏人。所以通達人見這樣的時勢，必靜默不言，因為時勢真惡。」（摩 5:12b-13）最終，神也傾覆了這樣的以色列國。這樣看來，Andrew 和
Myuran都是罪有應得的，是應該按照法律規定被處決的。 那律法難道沒有「人情」可言？有的，但也是在法律訂明的範圍之下，並不能超越法律本身。就像我們的神，祂也是有規矩的神，祂給亞當定下了規矩，祂對以色列民頒佈律例誡命：犯法的，就必須承受責任，接受相應後果；悔改的，神的「恩慈」必常伴左右。這好比小孩犯了錯，就算知錯後悔，受罰還是應該的，但父母的愛和恩慈必常伴左右。因此，即使 Andrew和Myuran可能真的會面對行刑，神的愛和恩慈必常伴他們左右，Andrew在 2013年作見證的時候也說過，神已經讓他內心得釋放，有生命了！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為我們所成就的恩典，卻是超越律法的：祂的復活使我們不再拘泥生死，因知道我們必因祂得生的；祂的靈住在我們裡，引導我們明白真理，使我們對罪死，在基督裡活，願意作神的工具來榮耀神（羅 6）；祂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讓我們明白何謂神的愛（羅 5:8）。不過，這不等於我們現在因基督的恩典，就沒有規矩了。那主對我們有什麼規矩呢？就是愛神愛人（太 22:37-40）、彼此相愛（約 13:34-35）和大使命（太 28:19-

20）。 

上主日出席人數 普通話 崇拜 成人111人 粵語十一時崇拜 成人232人 粵語五時 崇拜 成人124人  共共共共467人人人人    小童 8人 小童 8人 小童 1人 共共共共 17人人人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放假 粵語兒童主日學 19人 共 49人人人人    中學主日學 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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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主後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二日 

主日聚 會 時 間 普通話崇拜   粵語崇拜 中學級主日學 

9:30 am 

11:15am/5:00pm 

11:15am 地址 Address ： 36-40 James Street, Lidcombe, N.S.W. 2141, Australia 電話 Tel ： (02) 9643-1999    傳真 Fax ： (02) 9643-2255 電郵 Email ： gcpc@gcp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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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am/5:00pm 

10:00am/5:00pm 

9:30am/9:45am/11:15am 

英語崇拜 Lidcombe 英語崇拜 Burwood  兒童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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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同工                              臨時會正顧問牧師 英文協理 英文助理 英文助理 鄧宗祥牧師 羅德麟牧師 何威民牧師 司徒毅斌牧師 黃國威牧師  

0414-812776 

0414-992706 

0403-109324 

0410-657532 

 中文協理 粵語助理 青少年牧者 普通話牧者  郭子龍牧師 賴偉青牧師 許彼得傳道 鄧子揚傳道  

 

0416-199307 

0404-742882 

0404-949190 

0410-513580  

五 時 粵 語 崇 拜 程 序五 時 粵 語 崇 拜 程 序五 時 粵 語 崇 拜 程 序五 時 粵 語 崇 拜 程 序    本 週本 週本 週本 週    下 週下 週下 週下 週    序  樂 宣  召 

 (會眾默禱) 詩 48:9-10  

梁天予   李竟裕  黃宇詩    文慶輝   讚  美  李竟裕   胡何少好    禱  告 
    文慶輝   讀  經 阿摩司書 1-2（2:6-16）    黎淑娟      黃陳偉卿      證  道 「不要幸災樂禍，神的審判將至 」 陳萬程弟兄 賴偉青牧師 回 應  李竟裕 胡何少好 牧 禱  賴偉青牧師 賴偉青牧師 奉  獻  李竟裕 胡何少好 三一頌  (眾立同唱) — — 祝  福  (會眾同唱主賜福看顧你) 賴偉青牧師 賴偉青牧師 歡  迎 (報告) 賴偉青牧師 文慶輝 殿  樂  (會眾彼此祝福問安) 梁天予  黃宇詩   

對福音有信心  對肢體有愛心   對社區有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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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使命 （至 2015年 2月 28日） 實收奉獻  $8,110 奉獻目標 $11,000 差距 -$2,890 (-26%) 【本月獻花】  Sandy Au、林羽莊 & family、羅安牧師夫婦、王志騰、  
Richard & Rosemary Wong、Gregory、Raymond & Grace Wong、Ha's Family、 
Matthew & Tim Tsui、Victor Law、Kenneth、Ruby、Jade Phung、Victoria Yuen 

經常費奉獻 進度表(至 2015年 04月 07日) 上週獻金 實收奉獻 $125,732 $9,863 預算支出 $134,615 $9,615 差距 -$8,883(-6.6%) +$248(+2.6%) 

1. 大使命:白路夫婦宣教士    為他們在亞洲回族地方宣教，傳福音禱告。為初生兒子健康及母子順產平安感恩；為未信主的家人禱告，求神憐憫賜恩；求主繼續賜力量讓靈命更新，每日與主親近、同行，更黏近主的心意。  
2. 肯尼亞大學校園襲擊    請為在本月 2日的襲擊事件禱告，當中有 148人遇害，求神憐憫和安慰他們的家人，使他們懂得要追求及信靠神，亦求神的公義在這邪惡悖謬的世代裡彰顯出來。 
3. 建堂奉獻    感謝神賜我們能夠在力勤（Lidcombe）建立教會，而且教會人數不斷增加，求神透過弟兄姊妹的熱心，不斷賜予我們建堂債務所需要的還款費用，使我們可以盡早還清貸款。 
4. 中國短宣體驗      感謝神！賜我們教會今年有兩次參與國內短宣體驗的機會，分別是 9月的西安團和 12月的昆明團，求神親自感動弟兄姊妹的心，願意參與短宣向遠處的人分享福音，以及見證神在世界各處的奇妙作為。 特別需要：  
1. 長青區黃陳梅珍姊妹仍在院留醫，病情有改善，求神繼續醫治。  
2. 羅安牧師在家休養，求神讓祂的僕人能夠盡快恢復體力。 
3. 粵語堂譚鳳卿姊妹已回家休養，求主繼續醫治；張崇理弟兄之父，張慎思弟兄目前仍需特別照顧禱告，亦為其家人代禱。 
4. 為身體欠安的肢體：羅溫妙佳師母、陳素珊傳道、李小容姊妹、李印生姊妹、林羽莊姊妹及其父母林羅鍾綺姊妹和林佩豐弟兄、及在香港的謝宏光弟兄等；為長期因身體軟弱而未能參加崇拜的肢體:彭何妹姊妹、羅陳曼華姊妹、賈振國弟兄、莫何鳳仙姊妹和袁李梅姊妹代禱。 

建堂奉獻進度表 (至 2015 年 03 月 31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12,703 $18,000 -$5,297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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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綱：「不要幸災樂禍，神的審判將至 」            阿摩司書 1-2 

一. 阿摩司書的簡介   1:1-2  

二. 耶和華對列國審判的宣告  1:3-2:3 

三. 耶和華對猶大審判的宣告   2:4-5  

四.  耶和華對以色列審判的宣告   2:6-16  

總結 

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     
1. 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     現正放假。是日和 19日將有由主日學教職員負責的假期活動，第二學期會於 26日復課。 

2. 清潔工作招標清潔工作招標清潔工作招標清潔工作招標     按值理會之議決，教會之整體清潔工作，希望透過招標形式揀選承辦者。有興趣者，可到教會辦公室索取標書，填妥後請交回辦公室，截標日期為下主日（19日）下午 3:00。查詢：黃志雄值理、盧景磋值理或楊家聲長老。 

3.  2015影音工作坊    影音工作坊    影音工作坊    影音工作坊    將於下週六（25日）舉行，時間為上午 11:00至下午
1:00，請現任影音組事奉人員準時出席。同時亦歡迎有興趣認識影音事工的弟兄姊妹參加，請向 Sandy Yuen袁藹珊姊妹或 Thomas Lei 李振昌值理報名。 

4. 普通話洗禮會友班普通話洗禮會友班普通話洗禮會友班普通話洗禮會友班       將於本月 26日（主日）上午 11:15至下午 12:30開課，如有意參加六月份洗禮或加入成為本會會友，敬請報名，查詢：蔡吳萍如姊妹 Linda Choi（0431 682 115）。 

5. 粵語培訓課程     粵語培訓課程     粵語培訓課程     粵語培訓課程     是日「信仰探索」下午 1:30 繼續上課。「崇拜總管、司事、迎新訓練」亦於下午 1:30在圖書館上課。如欲報讀其他科目，請聯絡辦公室或Whatsapp 盧偉民長老 (0413 806 351)。  

6. 關懷技巧課程（第四期）   關懷技巧課程（第四期）   關懷技巧課程（第四期）   關懷技巧課程（第四期）   將於 4月 18日至 6月 20日(6月 6 及 13日除外)，逢週六上午 9:00至 11:00在本會第三禮堂舉行，共八課，導師：周天馼先生(Anselm Chow）。收費每人$80 。未報讀第一至三期者亦可報讀第四期課程。報名和查詢：黃高懷德姊妹。 

7. 澳神澳神澳神澳神 2015年粵語神學講座年粵語神學講座年粵語神學講座年粵語神學講座      將於 5月 9 日（週六）下午 2:00至晚上 9:00舉行，題目為「中華三教一天遊」，講員：陳耀南教授，地點：長老宗神學院 Christ College (1 Clarence Street, Burwood, NSW 2134)，免費入場，查詢：
02-97152992或 ctca@ctca.org.au。  

8. <角聲使團>角聲使團>角聲使團>角聲使團>    二十週年公開聚會     二十週年公開聚會     二十週年公開聚會     二十週年公開聚會     將於 5月 2 - 10日舉行『重投豐盛 (粵/國語) 培靈佈道音樂會』及『中國咸陽市角聲兒童之家籌款音樂會』，鼓勵會眾邀請未信主之親友參加。詳情請參閱海報，另外亦正招募義務工作人員， 查詢 Paul Cheung弟兄。 

8. 靜觀退修營   靜觀退修營   靜觀退修營   靜觀退修營   將於 2015年 5月 15-17日 於Mount St Benedict Centre, Pennant 
Hills舉行，內容： 靜思默想、工作坊、共融聖餐、靈修指導，費用：$250 查詢：陳朝發長老，報名： 蔡陳豔婷師母 (0422 334 326) zoe@companion.org.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