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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龍牧師 
箴言 6:16-19 告訴我們神所憎惡的共有七樣，而第一樣就是「高傲的
眼」。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宣稱他最大的敵人並非羅馬天主教的教
宗或樞機主教，而是在他自己心中的「高傲」。高傲的表現隨處可
見。任何年齡、學識、種族、性別的人，就算表面看似並不高傲，
心裡面亦或多或少免不了有高傲的心。 

舊約俄巴底亞書預言以東的結局，並且對高傲的心作出嚴厲的指
責。當中的第 3 節指出以東以為自己「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處」
所以份外安穩，變成狂傲自欺。以東亦以為能夠倚靠他們的盟國
（第 7 節）及他們本國的軍兵勇士（第 9 節）。高傲自我的心令他
們變為殘酷及不人道：當他們的老表猶大國被巴比倫侵佔時，他們
不但沒有出手相助（第 11-12 節），甚至對猶大行強暴，搶他們的
財物（第 10，13-14 節）。驕傲往往令人自我欺騙，倚靠著靠不住
的東西，不寬恕他人的過失，甚至尋求報復，但驕傲更大的問題在
於它使人成為神的敵人。俄巴底亞說神會使他們成為最小的（第 2
節），把他們拉下來（第 4 節）以及會降罰他們（第 15 節）。以東
這外邦國在羅馬帝國前已經不再存在世上，我們從中可清楚看見神
對驕傲的心之懲罰。 

神不但憎惡外邦驕傲的心，祂更加憎惡祂的子民心裡的驕傲。驕傲
的心從亞當已經存在，以東的驕傲與亞當及其他人的驕傲並沒有分
別。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28-31 這樣提醒我們：『28上帝也揀選了世上卑
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29使一切有
血氣的，在上帝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
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31 如
經上所記：「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 

我們在神面前根本一無可誇。要治死驕傲的心便要回到神的恩典中
被祂打動，使我們認清自己的不足，承認我們與所有人毫無分別，
始終都要在祂面前謙卑下來，倚靠祂才行。  

上主日出席人數 普通話 崇拜 成人109人 粵語十一時崇拜 成人207人 粵語五時 崇拜 成人83人  共共共共399人人人人    小童 4 人 小童 3 人 小童 1 人 共共共共 8人人人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7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32 人 共 86人人人人    中學主日學 4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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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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十十    一一一一    時時時時    十十十十    五五五五    分分分分    粵粵粵粵    語語語語    崇崇崇崇    拜拜拜拜    程程程程    序序序序    本 週本 週本 週本 週    下 週下 週下 週下 週    序  樂  (會眾默禱) 陳旭蕾         陳曦蕾          宣  召 詩 100:2-3  何偉賢                黃高懷德           讚  美  敬拜隊帶領 敬拜隊帶領 禱  告 
  何偉賢         黃高懷德          讀  經 羅 6:1-23「讀 15-23」  朱潤坤                李振昌           證  道 「罪僕與義僕」   賴偉青牧師               郭子龍牧師         牧 禱  宣教分享  賴偉青牧師 郭子龍牧師  奉  獻  敬拜隊帶領 敬拜隊帶領 三一頌  (眾立同唱)   祝  福  (會眾同唱三疊阿們) 賴偉青牧師 郭子龍牧師  歡  迎  何偉賢            黃高懷德             殿  樂  (會眾彼此祝福問安) 陳旭蕾      陳曦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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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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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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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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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費奉獻 進度表(至 2015年 08月 11日) 上週獻金 實收奉獻 $297,875 $10,013 預算支出 $307,692 $9,615 差距 -$9,817(-3.2%) +$3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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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Family 

1. 大使命: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    為 9 月 12 日之普通話神學講座，及 24 日之澳神開放夜的籌備工作代禱，求主賜福使用；為本院申請開辦ACT 新聖工碩士課程代禱；為本院五年計劃的信心認獻，還需要更多人參與，盼望早日達標（每年 40 萬）。 
2. 粵語組牧訓練    求神賜力量和智慧給導師們，並感謝祂這期學員的參與，祈求祂給他們有受教的心，好使他們將來在帶領小組時被神使用。  
3. 雪梨華聯會同性婚姻講座    祈求神於明晚的講座中使用兩名講員，摩亞神學院 Mark Thompson 院長及澳神羅德麟院長來讓各教會的同工及長執們知道應該如何面對現今社會及政壇對同性婚姻看法的問題。  
4. 天津爆炸事件    為中國天津濱海新區開發區一個危險品倉庫的大爆炸代禱。至 14 日中午為止，已經証實有 50 人死亡，其中 17 人為消防員。另有

701 人入院治療，其中重傷 70 人。求神讓受影響的民眾們得著祂的安慰並且從事故中認識到祂的重要而懂得尋求祂。  特別需要：  
1. 為普通話堂 Franklin及 Alice的兒子 Oswald 代禱，他上週一因肺炎入院，現在仍然留醫，但情況已經進步，求神繼續保守看顧。 
2. 為蔡廖蔓華姊妹祈禱，她因背部舊患發作，需要多在家休息，求主醫治，讓她早日康復，能及時回港送殯。 
3. 為黃達康弟兄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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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羅安牧師因身體軟弱，現正於家中休養，求神繼續保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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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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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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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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子龍牧師是日前往華人長老會寶活堂證道，於下午返回。 

2. 教會大掃除教會大掃除教會大掃除教會大掃除                將於 9 月 5 日（週六）上午 9:30 開始至下午 4:00 時結束。當日會有愛心早餐（早上 9:00）和精美午餐（中午 12:30）供應，教會是神賜給我們屬靈的家，願弟兄姊妹都來學習愛護它。。。。為方便安排早餐及午餐，請弟兄姊妹向組牧登記，查詢：黎鏡庸值理（Desmond 
0414822476）。當日請自備手套，抹布及水桶。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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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下午 2:15

-4:30在圖書館舉行。導師：劉文輝(Michael)、陳國鳴(Nita)。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餘下兩課將於 10 月及 11 月舉行。 
4. 粵語培訓課程     粵語培訓課程     粵語培訓課程     粵語培訓課程     「新約綜覽」和「三福訓練」繼續上課，「組牧訓練班」將在 20 日（週四）晚在第三禮堂開課，另「聖經神學」將於下主日（23 日）在圖書館開課，尚有餘額,歡迎報名。查詢:盧偉民長老 0413806351。  
5. 書籍推廣    書籍推廣    書籍推廣    書籍推廣    是日教會圖書館聯同生命工場在大堂外擺設書攤，內容主要為中國內地出版中文簡體屬靈書籍，歡迎各弟兄姊妹選購。     
6. 中學主日學中學主日學中學主日學中學主日學    退修會將於 9 月 25 日（週五）至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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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詳情請向許彼得傳道或彭君健弟兄(Gordon Pang)查詢。  
7. 「澳神」開放日「澳神」開放日「澳神」開放日「澳神」開放日            將於 9 月 11 日（週四）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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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包括短講、學生見證、學位課程簡介、迷你課程體驗及討論。詳情請瀏覽網站

www.ctca.org.au。  
8. 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             已於上週二開課，敬請學員依時上課。  
9. 普通話家庭營普通話家庭營普通話家庭營普通話家庭營       將於 10 月 3-5 日（週六至週一）長假期舉行，營會題目為「知『意』行難」，講員為黃彼得牧師，報名/查詢:簡陳綺齊姊妹。 

10. 十二月昆明短宣體驗 十二月昆明短宣體驗 十二月昆明短宣體驗 十二月昆明短宣體驗             教會將於十二月舉辦往昆明，為期兩週的海外跨文化宣教體驗，凡有意參加者，請向文慶輝長老報名。  

11.親子樂園親子樂園親子樂園親子樂園     逢週五早上 10:30-12:00 （學校假期除外）均有聚會，由於人數不斷增長，現需義工幫忙，查詢：陳求真姊妹（Kim Chen 0417 282 
618）。  

講道大綱：「出死入生」                              羅 6:1-23 

引言  

一. 在罪上死，在基督裏活 

二. 辭退罪僕，作神的義僕 

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