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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子揚傳道 上回提到「悔改的心路」時，講到許多信徒在信仰初期常常為主心裡火熱，但隨著日子的增加，這份對主的熱情又往往會被沖淡了。問題在那裡呢？其實問題之多，實在罄竹難書，或許可試從三方面作思考：外在因素、內裡問題和分配失衡。 外在因素是最顯然易見的，例如：家庭情況有變、學業繁忙、工作需求增加、健康的衰退和年齡上的更換等等，都是因外在客觀情況的轉變，影響了我們素常的事奉節奏和參與。在主耶穌「撒種的比喻」（太 13:1-23）中，那些落在淺土上的種子所遭遇的，就是外在因素。事實上，外在的磨練乃是信徒生命旅程中的常數，絕不稀奇，倒要歡喜（彼後 4:12-14），因為上帝往往會通過各樣的轉變，來使我們進入另一個生命的階段，繼續學習信心的功課。所以，對於信徒來說，每個生命的轉接點往往就是學習新事物、成長和錘練心志的契機（彼後 4:1-2）。故此，外在因素對於我們服事的情熱，不一定會帶來負面的影響。不過，新環境、新情況通常會帶出新的挑戰。  隨著外在挑戰的呈現，我們心裡的感受和想法，亦會必然地受到牽動，例如當我們進入社會工作後，個人時間縮少了；人事複雜了；金錢所帶來的生活水平和自由提高了；所以，生命和服事的節奏也要更變了。從前在教會熱心事奉，習慣「高速巡航」的，當進入生命新階段後，可能就要暫時轉成低速。不單如此，新階段亦會帶來新的考驗和試探，例如《戀愛大過天》、貪慕職場晉升、迷戀投資理財、貪愛物質享受、過度追求父母期望、太緊張子女需要、再加上教會事奉等等，而我們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那該如何取捨呢？當我們面對這世上的思慮拉扯時，我們信心的根基就會受到考驗了，我們內心從前未現的偶像也會浮出水面了，就正如那些撒在荊棘裏的種子（太 13:22）所遇到的問題。現代心理學也顯示，連我們的原生家庭和成長的環境，也會形成心理上的盲點，成為屬靈生命成長的絆腳石，左右著我們在神面前視為最緊要的問題：愛我的主耶穌是我生命中的王嗎？祂真的值得我信靠，以至我可以「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嗎？ 最後，在這繁忙的生活中，令我們很容易會在精神和時間上分配失衡，導致精疲力竭，失去了愛神的熱心。要在生命中的每個階段保持平衡，這問題在乎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和對神的理解有多少，而關鍵就是在偏差和失誤中不斷追求、不斷摸索和不斷悔改。在主面前真誠懺悔，繼而改進！就如一位技術高超的賽車手，能夠在任何路面情況都保持高速駕駛，但不表示他只會加速，不會剎車。同樣道理，一位成熟的基督徒不是以他能夠不斷維持「高速、高效地」事奉來衡量的，而是要有正確的「屬靈優先次序」── 以神為先，以主的角度為基準，然後看自己的信心大小，在生活一切的決定上知所進退，合乎中道（羅 12:3）。其實這些屬靈智慧在生活上的應用，應該是信徒之間的家常分享和討論的話題。弟兄姊妹，不要停留在淺土和荊棘裏，讓主在你們的生命中結果百倍吧！  
上主日出席人數 普通話 崇拜 成人95人 粵語十一時崇拜 成人169人 粵語五時 崇拜 成人68人  共共共共332人人人人    小童 2 人 小童 8 人 小童 0 人 共共共共 10人人人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放假  粵語兒童主日學 22 人 共 63人人人人    中學主日學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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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曦蕾           陳曦蕾          宣  召 詩 13:5-6 張崇理                    楊家聲            讚  美  敬拜隊帶領 敬拜隊帶領 禱  告   張崇理             楊家聲            讀  經 羅 9:30-10:21（讀 9:30-10:4; 10:14-21）   羅孔玲嫺                      熊少華           證  道 「恩將傳報」   郭子龍牧師                   易慶初弟兄          牧 禱    郭子龍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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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子龍牧師   郭子龍牧師   歡  迎  張崇理               楊家聲              殿  樂  (會眾彼此祝福問安) 陳曦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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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6-199307 

0404-742882 

0404-949190 

0410-513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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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禱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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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費奉獻 進度表(至 2015年 09月 22日) 上週獻金 實收奉獻 $354,590 $6,932 預算支出 $365,385 $9,615 差距 -$10,795(-3.0%) -$2,683(-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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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華傳九月代禱     今年是華傳創立 20 周年，請為香
港，新加坡及北美的慶祝年會代禱。請紀念在柬埔寨，烏克蘭等國
的普世工廠的事工。文萊官方禁止學校教授非伊斯蘭的宗教知識，
求主親自動工改變。  

2. 門前佈道    感謝主！賜我們教會有傳福音的心志，求神感動人
心，藉「週末閒情覓神蹤」一系列的下午茶座聚會，吸引新朋友來
到認識福音。 

3. 宣教博覽會    首次與華聯會合作，並安排於 10 月 10 日（週六）
下午舉行，屆時會有各教會弟兄姊妹前來參加，求神賜當天有合宜
天氣，亦求神感動足夠弟兄姊妹願意參與和幫忙，盼望神使用這博
覽會，讓宣教的呼召和異象在雪梨各教會中得廣傳。 

4. 普通話家庭營會   將於下週末舉行，求神透過這營會，使我們教
會的弟兄姊妹，在神恩典的認識、以基督為首的生命和傳福音的熱
誠上，都大有長進！又求主親自報答當中，為營會籌備的肢體，使
他們的靈命都得滿足和安慰，又求神加添講員黃彼得牧師的力量，
讓聽的人順服受教。 

特別需要：  

1. 羅安牧師因身體軟弱，現正於家中休養，求神繼續保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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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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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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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將傳報」                            羅馬書 9:30-10:21 

引言   

一. 人自己的義完全不能跟神的義相比 (vv.9:30-10:11) 
二. 人自己得著義之後要把神的義傳開  (vv.10:12-21) 
總結:  

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     
1. 夏令時間夏令時間夏令時間夏令時間    本週六（10 月 3 日）臨睡時請將時鐘撥快一小時。 

2. 普普普普通通通通話祟拜話祟拜話祟拜話祟拜                家庭營會將於本週六（3 日）至下週一（5 日）舉行，下主日（4 日）的普通話祟拜暫停一天，敬希留意。 

3. 月禱會月禱會月禱會月禱會                    本週五（10 月 2 日）晚上 7:30 於第一禮堂舉行。本月主題為「慷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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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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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至 11月 28 日逢週六下午 3:00-5:00於禮堂二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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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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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30舉行，敬希預留時間出席。 
7. 中學主日學中學主日學中學主日學中學主日學退修營退修營退修營退修營                是日中學主日學暫停一天，參加者將於下午 5:00返回教會，敬希各家長留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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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日下午 1:30 於二樓第五課室繼續課，請準時上課。另「洗禮班洗禮班洗禮班洗禮班」將於下主日（10月 4 日）上午 9:15至 11:00開課，如弟兄姊妹希望在聖誕節參加洗禮者，請即向何朱桂蘭姊妹報名。另新一季課程是日開始接受報名，請填寫報名表，然後放進報名箱。如有需要，請與盧偉民長老查詢 (Raymond Lo) 0413 806 35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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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日及 10月 11 日（主日）上午 11:30於二樓 Choir Room 上課，請準時上課。 

10. 姊妹查姊妹查姊妹查姊妹查敍敍敍敍組組組組    將於本週六（10月 3 日）在第三禮堂舉行，時間為上午
11:15至下午 2:00。歡迎姊妹們參加。  

11. 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    放假至 10月 5 日（主日），現有學校假期節目。請家長準時攜同貴子弟出席。 
12. 同工放假同工放假同工放假同工放假                    賴偉青牧師放假到中國短宣至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