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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敘利亞內戰以及「伊斯蘭國」的坐大，歐洲難民潮日益嚴重，很多國家都表示願意收容相當數目的難民，澳大利亞亦不例外，作出決定要一次性的收容一萬二千名難民。此舉顯示出人類應有的憐憫之心，我們作基督徒的亦完全支持這個決定，但與此同時，我們亦明白這決定是會帶來社會中種種的問題。在現今經濟不景的氣候之下，大批難民的來臨會帶來不少的壓力，所以，每一個澳洲國民都會因此而或多或少有所付出的。我們願意為此而付出嗎？ 雅各書 2:16告訴我們：『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安地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這有甚麼益處呢？』明顯地，我們面對著難民問題時真是要伸出同情之手的。我們不能一方面說自己如何的關心他們，如何的明白他們的苦況，但卻袖手旁觀，只說不做。我們要懂得放棄自己的方便或某些的需要去向他們提供援助。我們應該以什麼的心態來這樣做呢？我們是否雖然心裡萬分不願意，但只是為要遵守聖經的教導而做呢？只是為了要給別人看到自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基督徒而這樣做呢？又或者只是為了要取悅神而這樣做呢？這幾樣的心態都是非常美好的，但這樣只是在爭取外在的表現，心裡的狀況並非十分健康。 我們更加應當思想的其實是神的恩典，只有這樣，我們的心才有可能改變。真正明白了神無條件地把我們從無望的深淵裡拯救出來，被祂的憐憫感動，我們便會心甘情願地對其他無助的人伸出同情之手，而並非為了要受律法、向其他人或向神証明自己的人格等等的原因勉為其難地行事。 澳洲政府有消息傳給天恩華人長老會，今年年底將會有 250名難民到達力勤及附近地區居住，政府並且詢問我們在那方面可以作出支援。你對神的恩典及憐憫認識有多深呢？你會否因著祂無條件的愛而能夠義無反顧地作出對社區有關心的相應行動嗎？  

郭子龍牧師 

上主日出席人數 普通話 崇拜 成人94人 粵語十一時崇拜 成人177人 粵語五時 崇拜 成人79人  共共共共350人人人人    小童 3人 小童 4人 小童 0人 共共共共 7人人人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8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27人 共 90人人人人    中學主日學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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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後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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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7  (和修本) 

方富申                 黃偉雄            鄧浩欣             
—          讚  美 頌讚全能上帝  十架犧牲的愛 親眼看見你 胡岳禧                   李竟裕           禱  告   黃偉雄      —      讀  經 羅 9:1-29   （讀 9:1-16）   譚梁懿英                       鄺陳冰冰         證  道 「神的主權」 鄧子揚傳道 郭子龍牧師  回 應 如此認識我 胡岳禧  李竟裕   牧 禱  郭子龍牧師      郭子龍牧師      奉  獻 普通的人 胡岳禧  李竟裕  三一頌  (眾立同唱)   祝  福  (會眾同唱主賜福看顧你) 郭子龍牧師      郭子龍牧師      歡  迎 (報告) 黃偉雄     —     殿  樂  (會眾彼此祝福問安) 方富申        鄧浩欣         

對福音有信心  對肢體有愛心   對社區有關心 

司事/迎新 (本週)  吳昭彤  李燕貞  陶宗懿 (下週)   黃傑邦  何珮瑩   馬瑞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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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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禤榮徽、謝美好、彭孔令玉、林羽莊 & family 
Sandy Au、Richard + Rosemary Wong、Hannah Pang、Ha's Family 

1. 大使命:中國教會國際交流     本月初中國基督教委員會接待了新
加坡四宗華文教會的訪問。探討了培養神學生、印刷聖經等合作事
項。上月初，浙江神學院應邀訪問了澳洲的珀斯和墨爾本的教會並
舉行了有關中國教會曆史的專題講座。  

2. 澳洲聯邦新首相    祈求神讓新首相及新內閣得著祂的引導，好使
澳洲的經濟環境進步起來，使民生得益，並且讓他們的政策能夠同
時兼顧公義及憐憫，以及帶來一個讓福音得以廣傳的氣候。  

3. 西蘭寧短宣隊      為賴牧師，師母及各隊員祈禱神看顧保受，讓
他們能夠親身體驗神的大能，亦給他們屬天的智慧及能力，把福音
帶到未得之民當中。  

4. 敘利亞難民危機    求神帶領天恩在這危機當中應當扮演的角色，
亦祈禱神讓眾肢體們懂得怎樣做到「對社區有關心」。  

特別需要：  

1. 感謝神的帶領讓陳朝發長老於今午在中浸的畢業禮中獲頒發「基督
教靜觀傳統的靈修指導深造」文憑，求神大大使用他來造福眾信
徒。 

2. 羅安牧師因身體軟弱，現正於家中休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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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 15日) 上週獻金 實收奉獻 $347,658 $8,167 預算支出 $355,769 $9,615 差距 -$8,111(-2.3%) -$1,448(-15.1%) 

中文大使命 （至 2015年 8月 31日） 實收奉獻  $55,234 奉獻目標 $44,000 差距 +$11,23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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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綱：「神的主權」                            羅馬書 9:1-29  

引言   

一. 福音之中有神的揀選 

二. 揀選背後有神的憤怒和憐憫 

總結:  

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     
1. 大使命專款奉獻大使命專款奉獻大使命專款奉獻大使命專款奉獻                是日隨週刊附上一個大使命專款奉獻封，請把大使命奉獻投入奉獻袋內。而未用的大使命專款信封亦請放回奉獻袋以便循環使用。 
2. 美食嘉年華    美食嘉年華    美食嘉年華    美食嘉年華    為建堂經費籌款，本會將於 10 月 17 日（週六）上午

10:30至下午 2:30舉辦「美食嘉年華」。現正籌集各類美食、手工藝品、盆栽、技能服務（如理髮、按摩）等售賣攤位，誠邀弟兄姊妹參與。如有意協助提供美食，請與羅師母聯絡；其它可售物品、服務等，請與黃志雄值理聯絡。弟兄姊妹們可經由各小組組牧預先購買代用券。如未參加教會小組的弟兄姊妹或朋友們，亦可於是日開始於午膳或晚膳時間在第一禮堂購買，詳情請向陳黎綺霞姊妹查詢。 
3. 同工放假     同工放假     同工放假     同工放假     賴偉青牧師於 14 日至 29 日放假到中國短宣，另行政主任尹蔡霞珮姊妹放年假至 25 日，其主日職務由何海鍵弟兄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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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帶領有效的查經」於是日及下主日（27 日）下午

1:30於二樓第五課室開課，請準時上課，現仍有餘額兩名。 
5. 普通話培訓課程    普通話培訓課程    普通話培訓課程    普通話培訓課程    「會友班」於是日、下主日（27 日）及 10 月 11 日上午 11:30於二樓 Choir Room 開課，請準時上課。 
4. 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    由是日起至 10 月 5 日（連續三個主日）有學校假期節目。請家長準時攜同貴子弟出席。 

5. 中學主日學中學主日學中學主日學中學主日學                退修營將於本週五（25 日）至 27 日（下主日）舉行，旅遊巴士將於本週五上午 9:30 在教會出發，並於下主日晚上 5:00返回，28日（下主日）中學主日學暫停一天，詳情請向許彼得傳道或彭君健弟兄(Gordon Pang)查詢。 
6. 粵語福音外展粵語福音外展粵語福音外展粵語福音外展活活活活動動動動     「週末閒情覓神蹤」將於 10 月及 11 月逢週六下午 3:00-5:00舉行（10 月 17 日除外），請邀請新朋友參加，讓他們得以認識福音的大能。查詢及報名：郭子龍牧師。 

7. 宣教博覽會宣教博覽會宣教博覽會宣教博覽會                天恩與雪梨華人基督教聯會協辦的「宣教博覽會」將於 10 月 10 日(週六)下午舉行，敬希預留時間出席。 

8. 「澳神」開放夜「澳神」開放夜「澳神」開放夜「澳神」開放夜                將於 24日日日日（下週四）晚上 7:00於長老宗神學院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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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瀏覽網站 www.ctca.org.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