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恩華人長老會
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主後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八日

實習神學生
易慶初弟兄
神是全人類的神, 祂願意把真光照耀一切的人, 不分種族、膚色和文
化。神愛廣及祂所造人類, 連牲畜祂都看顧。神沒有降禍, 因為尼尼
微全地的人都後悔, 離開惡道和強暴。先知約拿深知神有恩典,有憐
憫, 不輕易發怒, 有豐盛的慈愛, 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4:2)當
神的使命臨到約拿, 他卻違命並設法躲避神的差遣往尼尼微城傳講神
的刑罰信息。但神無所不在, 他逃不開神的面, 經過大魚腹中三日三
夜的禱告和悔悟, 他蒙神寬恕, 遵命去到尼尼微城傳達神的話語。令
約拿意想不到是全城的人聽到這警告, 竟然痛改前非, 連國王也披上
麻布, 並勗勉全國人民離開惡行, 求神憐憫。這使約拿大大憤怒, 他
怪責神為甚麼不施刑罰。
神藉著蓖麻來教導他。「這蓖麻不是你栽種的, 也不是你培養的, 一
夜發生, 一夜乾死, 你尚且愛惜, 何況這尼尼微大城, 其中不能分辨
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 並有許多牲畜, 我豈能不愛惜呢?」(4:10
-11) 神要約拿明白, 祂愛全世界的人, 凡願意認罪尋求神的, 都可得
到憐憫，因此尼尼微城因悔改得免毀滅。今天, 世上的人若能回轉,
一樣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和慈愛的看顧。
耶穌在傳福音時, 文士和法利賽人曾要求耶穌顯神蹟給他們看。他回
答提到約拿。(太 12:38-42、16:4) 耶穌的答覆, 指出先知約拿勸告民
眾, 包括外邦人悔改, 耶穌也如此。上帝差遣約拿成就其使命以前,
他必須先被葬在魚腹以便後來傳道, 耶穌也必須先死。尼尼微人感應
了約拿所傳悔改信息, 文士和法利賽人卻對福音置之不理。所以審判
的時候, 尼尼微人要起來定他們的罪, 因為上帝的話語已經比當時更
完滿地傳達給他們。耶穌因文士和法利賽人所求神跡而責備他們。耶
穌曉得, 如果他們內心沒有真光存在, 外界的神蹟極難使他們信服。
尼尼微人聽到約拿之傳教便立即悔改, 但約拿並沒有在城中顯神蹟,
他只有傳教而已。
今天, 我們蒙神的恩典得以稱為義, 也應遵從耶穌基督所吩咐的大使
命, 把福廣傳, 願萬人得救, 也不願一人沉淪。
上主日出席人數

成人86人
成人209人
成人68人 共363人
普通話
崇拜 小童 1 人 粵語十一時
崇拜 小童 3 人 粵語五時
崇拜 小童 1 人 共 5 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3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24 人 中學主日學 55 人 共 8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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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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時粵語崇拜程序

序 樂 (會眾默禱)
宣 召 詩 145:10-12
讚 美 聖哉，聖哉，聖哉 天天歌唱
願婀榮耀國度降臨
一顆謙卑的心
禱告
讀 經 羅 14:1-12
證 道 「接納他人」
回 應 一顆謙卑的心
牧禱
奉 獻 耶和華以勒
三一頌 (眾立同唱)
祝 福 (會眾同唱主賜福看顧你)
歡 迎 (報告)
殿 樂 (會眾彼此祝福問安)
司事/迎新

(本週) 黃偉雄 黃鄭綺文 吳昭彤

本週

鄧詠嘉

下週

—
袁藹珊

梁天予
何海鍵
賴周月明

—
譚梁懿英
郭子龍牧師
袁藹珊
賴偉青牧師
袁藹珊

何海鍵
盧車季華
賴偉青牧師
賴周月明
賴偉青牧師
賴周月明

賴偉青牧師
—
鄧詠嘉

賴偉青牧師
何海鍵
梁天予

(下週) 黃達康 黃陳偉卿 馬瑞貞

主日聚會 時 間

英語崇拜 Lidcombe 9:45am/5:00pm
普通話崇拜 9:30 am
英語崇拜 Burwood 10:00am/5:00pm
粵語崇拜
11:15am/5:00pm
9:30am/9:45am/11:15am
中學級主日學 11:15am
兒童主日學
地址 Address ： 36-40 James Street, Lidcombe, N.S.W. 2141, Australia
電話
： 02) 9643-1999 傳真 Fax ： 02) 9643-2255
電郵 Tel
Email ： g c p c @ gc p c . o r g. a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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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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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大使命:中國信徒佈道會 今年中信刊物發行量為往年的五倍，顯示讀者
接觸率顯著提高，同時新開了在緬甸的印刷中心。此外，俄羅斯、東歐、中
東、非洲及中南美洲亦要求寄發更多的月刊。求神保守渴望靈糧的信徒。
2. 關心近日國際事件
一個星期前在埃及西奈半島中部有一架俄羅斯客機
墜毀，機上 224 人全部死亡，當中可能涉及機件故障或恐怖襲擊行為，現仍
在調查中。請為死者家屬得平安得安慰，及當局早日發現出事完因代禱。
3. 關心同性戀婚姻議題
近日由幾個華人組織主辦，在本會舉行的公開聚
會，關注到基督徒在同性婚姻議題上的社會責任，但反應欠佳。這是否代
表本地基督徒對此事缺乏關心，或不明白同性婚姻會帶來道德上嚴重衝擊
和各種社會問題。請為本地基督徒和基督徒群體祈禱，求主感動每一個基
督徒盡上衛道本份，關心社會，堅守聖經真理。
4. 天恩學生期終考試
繼大學公開入學考試(HSC) 終結，本年度大學期終
考試將於下週進行，隨後是中小學考試。請為各堂學生祈禱，求主賜他們身
心健康，用喜樂和平安的心積極備戰，享受父母的關懷之餘，又懂得欣賞和
感恩，在壓力下仍然全心倚靠神。
特別需要：
1. 陳萬程弟兄的岳母，梅恩美姊妹的母親，於 10 月 30 日安息主懷，將於明
日舉行安息禮拜，求主安慰其家屬。
2. 羅安牧師已遷入老人院，求神保守他在老人院的適應。
3. 普通話堂是日有十四名弟兄姊妹轉會加入天恩的大家庭，求神使我們能夠
在屬靈的路途上以及每日的生活中互助互愛，好讓所有的榮耀與頌讚都歸
於獨一的真神。 轉會名錄如下：劉子揚、郭杰英；謝國樑、謝許麗璋；
蘇業倫、張秀櫻；詹繼慧、鄭霽雯；鄭玉鳳、楊鴻志、楊鵬鵬、楊珍珍、
楊婷婷、楊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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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進度表 至
(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經常費奉獻

2015

年 11 月 03 日)

$410,916
$423,077
-$12,161(-2.9%)

上週獻金
$10,841
$9,615
+$1,226(+12.7%)

中文大使命

至 2015 年 10 月 12 日）

（

實收奉獻
全年奉獻目標
差距

$59,320
$64,700
-$5,380 (-8.3%)

【本月獻花】 羅安牧師夫婦、羅迺雄夫婦、朱王惠英、林羽莊 & family、Sandy Au、
Jason + Ivan Yip、Simon + Sherry、Vicky + Tony Yu、Li Ping Han、John + 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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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同工外出 賴偉青牧師是日前往堪培拉證道，傍晚返回。
年終感恩 是日隨週刊附上感恩奉獻封，如有年終感恩的意願，請放入
獻金然後投入奉獻袋即可，而未用的感恩奉獻封亦請放回奉獻袋以便循環
使用。如欲網上電子轉帳，請注明作 Thanksgiving 用，銀行:Westpac Bank，
帳戶名: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帳戶:032-000 274948。
3. 普通話培訓課程
「會友班」、「舊約人物專題查經班」和「信徒進深班」
是日上午 11:15 繼續上課，請準時上課。報名與咨詢：王茜(Doris Wang)姊
妹。
4. 粵語培訓課程
「會友班」及「羅馬書的立體救贖觀」於是日下午
1:30 上課，另「認識和發掘屬靈恩賜」下週上課。新一季課程報名及查
詢：盧偉民長老(Raymond Lo) 0413 806 351。
5. 海天月曆
凡已登記訂購月曆的弟兄姊妹，請通過組牧到辦公室領取，
如果未入組的請自行到辦公室領取。
6. 聖誕聚餐
聖誕日（12 月 25 日）聯合崇拜及洗禮結束後將有聖誕聚
餐，成人每位$10，2 至 12 歲兒童每位$5，2 歲以下免費，憑票入座，名
額有限，組員可向組牧報名，未入組的朋友可於午膳或晚膳時間到禮堂
售票處預定餐券，截止日期為 11 月 29 日。
7. 每月專題工作坊
將於下主日（15 日）下午 2:30-4:30 在圖書館舉行，
主題為「家庭系列工作坊之化解衝突篇」，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8. 普通話薰衣草之旅
將於 11 月 21 日（週六）上午 8:30 至下午 6:30 舉行，
主題為『薰花 湖畔』，歡迎弟兄姊妹邀請新朋友參加（適合 5 歲或以上），
費用每位$30，由於車位有限，是日截止報名，查詢： Alice Chien 簡陳綺齊
姊妹 0416 166 937。
9. 晨光關懷協會
粵語親子講座「積極傾聽: 培養孩子的抗逆力和心理健
康」將於 27 日（週五）上午 10:30-12:30 在 7 Crown St., Harris Park 舉行,費
用全免，自由奉獻，報名或查詢： 9211-9988。
10.事工預告：「頌歌悠揚」聖誕外展 12 月 5 日 (週六)晚上 7:00 舉行
聖誕聯合崇拜及洗禮 12 月 25 日(週五)上午 10:00 舉行
1.
2.

羅馬書 14:1-12

講道大綱：「接納他人」
引言

一. 要接納軟弱的 (vv.1-3a)
二. 神也接納他們 (vv.3b-6)
三. 各自向神交賬 (vv.7-12)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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