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4 -  

文慶輝長老  上星期六剛剛參加了胡岳禧弟兄和陳思樺姊妹 (Hei 和 Astor)的婚禮，過程十分難忘，並且讓我對「愛」有很大的反思。 現在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婚禮儀式是在一個美麗的園子中舉行，身處其中給人有如在伊甸園的感覺，更令人親身感受到神奇妙創造的美好，覺得 Hei 和 Astor 一定比亞當和夏娃強。因後者只有動物作他們的見證人，而前者則有很多愛他們的親朋好友，弟兄姊妹觀禮。有些更是從海外遠道而來的弟兄姊妹，他們來去匆匆，有的甚至逗留兩三天就要離開。當中弟兄姊妹的那份愛心，真是筆墨難以形容。婚禮的高潮當然是彼此宣讀誓詞，在神及眾人面前承諾彼此相守，歲寒無改，終始不渝。一對戀人對愛的委身，弟兄姊妹為愛付出，使我十分感動。我們為甚麼會這樣相愛呢？原來聖經說：「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翰一書 4:19) 我們本不曉得愛為何物，只是神先愛我們，讓我懂得何為愛。 想起伊甸園也讓我想起阿當與夏娃的背叛，以致罪進入了世界。罪不單打破了人與人的和諧，更隔絕了神與人的關係，當中愛的關係更被摧毀。我們本是照神的形象所造，有著神愛的屬性。本應是愛的族類，但罪使我們變種，讓我們對身邊所有事物的愛心變質，不能完美，完全地去愛。人生沒有如果，只有後果和結果。罪的後果就是死，更使我們永遠與神分離。但結果竟出人意表，因神甘願為我們死。這是何道理？保羅說：「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
5 ： 7-8) 問世間愛為何物，值得叫神為我們而死。約翰說：「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約翰一書 4:9-10) 原來神的愛就是神的恩典，白白賜給我們的禮物。 愛是真實的人生，愛也沒有如果，只有後果和結果。神捨身的愛，結果使我們與祂的關係復和，愛的後果更讓我們懂得彼此相愛。神是愛，愛是從神來的，我相信這對新人會從神的愛中，不斷支取愛的能力，在神的恩典中懂得更愛神愛人。求主繼續賜福並加力！ 

上主日出席人數 普通話 崇拜 成人89人 粵語十一時崇拜 成人217人 粵語五時 崇拜 成人76人  共共共共382人人人人    小童 2 人 小童 4人 小童 0人 共共共共 6人人人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9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30人 共 85人人人人    中學主日學 46人 

 
天恩華人長老會天恩華人長老會天恩華人長老會天恩華人長老會  

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主後二零一五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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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5 

方富申          高希弘         梁天予          
         讚  美 全地要頌讚婀聖名   婀深恩愛眷總不變改  一生一世緊靠婀         胡何少好            李竟裕         禱  告    高希弘       讀  經 羅 5:1-11 鄺陳冰冰                 何珮瑩         證  道 「因信稱義的福」 賴偉青牧師     郭子龍牧師     回 應 恩典太美麗      胡何少好      李竟裕      牧 禱  賴偉青牧師 賴偉青牧師 奉  獻 一生一世緊靠婀    胡何少好  李竟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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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希弘          殿  樂  (會眾彼此祝福問安) 方富申       梁天予       

聖 餐   賴偉青牧師 — 

對福音有信心  對肢體有愛心   對社區有關心 

司事/迎新 (本週)  黃偉雄  黃鄭綺文  吳昭彤 (下週)   盧車季華  黎淑娟  陳麗儀 



 
週禱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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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使命 （至 2015年 6月 30日） 實收奉獻  $23,838 奉獻目標 $33,000 差距 -$9,162 (-27.8%) 

安息主懷 本會建堂基金大力支持者，居港的陳融夫人之追思禮拜將於 8 日（本週六）上午 11 時在華人長老會寶活堂舉行，如欲參與獻詩的弟兄姊妹請於是日上午 10時到教育樓練習。遵家屬意願，敬辭花圈，請以鮮花代金形式支持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獎學金用途，求主安慰其遺屬。另按家屬要求，如欲出席其追思禮拜，請聯絡 Winnie Yeung（0413 386 676）。   建堂奉獻進度表 (至 2015 年 06 月 30 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30,174 $36,000 -$5,826 (-16.2%) 

【本月獻花】   羅安牧師夫婦、林羽莊 & family、Sandy Au、 
Alice & Murdoch Fung、Teresa Lee、Elaine + Vincent、Linda Choi、  

Ha's Family、Ruth Tam、Lucia Woo 

1. 大使命:世界華福中心    第九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將於 8 月 22 日至 26日在台北舉行。大會的主題是“國度·榮耀·使命：改變為基督”。華福相信只有被基督完全得著的門徒才可以完成主的國度使命，榮顯主的聖名。請大家齊心為大會代禱。  
2. 十二月昆明短宣體驗    為十二月份昆明短宣的籌備工作代禱，求神賜屬天的智慧給當地的宣教士去作合宜的安排，亦求神感動更多會眾有參與的心志。  
3. 粵語主日學    為十一時粵語兒童主日學事工禱告，求神加力事工領導們，讓他們得著祂的恩典及祝福。亦祈禱神興起更多的主日學老師來幫助解決老師人手不足的情況。  特別需要：  
1. 黃達康弟兄將於 25 日（週二）在 Westmead Private Hospital 接受手術，求神讓醫生有智慧及能力施行醫治，亦求神加信心。 
2. 羅安牧師因身體軟弱，現正留院觀察，求神繼續保守。 
3. 為粵語崇拜的張崇理弟兄之父，張慎思弟兄對新環境的適應禱告，及其母親在照顧上的勞累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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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振國弟兄和莫何鳳仙姊妹代禱。 

經常費奉獻 進度表(至 2015年 07月 28日) 上週獻金 實收奉獻 $278,033 $8,523 預算支出 $288,462 $9,615 差距 -$10,429(-3.6%) -$1,09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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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綱：「因信稱義的福」                            羅 5:1-11 

1. 得與上帝相和 (v.1b) 

2. 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 (v.2a) 

3. 歡歡喜喜盼望上帝的榮耀 (v.2b) 

4. 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v.3-6) 

5. 要因耶穌的復活終必得救 (v.10) 

6. 得與上帝和好，也就藉著他以上帝為樂 (v.11b) 
 

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     
1. 同工外出 同工外出 同工外出 同工外出                 賴偉青牧師於今早外出講道，下午將會返回教會。  

2. 月禱會 月禱會 月禱會 月禱會                 本週五(7日)晚上 7:30於第一禮堂舉行。本月主題為「宣教使命」。 

3. 教會停車場    教會停車場    教會停車場    教會停車場    值理會按弟兄姊妹特別需要的優先次序，作出重新安排之主日預留停車位分佈圖已貼於第一禮堂外的壁佈版，弟兄姊妹可隨時參閱。是日開始生效，已預留車位者，請到辦公室索取停車場使用守則。查詢：黃志雄值理。  

4. 中秋籌款活動中秋籌款活動中秋籌款活動中秋籌款活動                    去年舉辦「造月餅，吃月餅，愛天恩大家庭」籌款活動，得到熱烈響應及支持。今年希望在這愛心服侍上再接再勵。有意響應這籌款活動者，可於是日及下主日（9日）在午膳或晚膳時段到禮堂後方櫃檯訂購。數量有限，欲免向隅，請速訂購。 
5. 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     本月 11日（下週二）開課，報名請電郵 wol.gcpc.syd＠

gmail.com，明天（3日)截止。  
6. 粵語婚姻工作坊   粵語婚姻工作坊   粵語婚姻工作坊   粵語婚姻工作坊   題目「原生家庭與婚姻關係及子女管教」將於本月

16日（主日）下午 2:15-4:30 舉行。導師：劉文輝 Michael Lau、陳國鳴、
Nita Chan。餘下兩課將於 10月及 11月舉行。 

7. 粵語培訓課程     粵語培訓課程     粵語培訓課程     粵語培訓課程     「初信成長班」和「三福訓練」繼續上課 ，「新約綜 覽」於是日下午 1:30 在第五課室舉行，敬請學員依時出席。其餘課程繼續接受報名，請填寫報名表後放進報名箱。查詢:盧偉民長老
0413806351。 

8. 海天月曆海天月曆海天月曆海天月曆                明年的海天月曆現接受預定，每本收費$5。需要者請向各小組組長或辦公室登記（註：月曆數目需達到 50 本方符合最低訂購要求），是日為最後登記日期，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9. 澳神課程    澳神課程    澳神課程    澳神課程    「全方位的事奉－事奉者的楷模」、「羅馬書」、「教會歷史」和「舊約先知書及著作」現已開始接受報名，詳情請參閱壁報版或見網站 www.ctca.org.au 、電郵 ctca@ctca.org.au 或致電:9715-2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