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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偉青牧師 最近因為要準備一個青年人的專題，在搜集資料過程中，發現有好些人認為歌林多後書 6:14a「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是不適用於反對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結合。歸納箇中所持的理據是 : 1) 原文沒有「原不相配」； 2) 這話並沒有指明是對婚姻說的； 3) 這只是個人的主張，保羅沒有強求別人完全的認同； 4) 從林後 5-8 章看，保羅只是勸勉歌林多信徒要聖潔，和禁誡不潔之事等等。  讀 6:14，保羅的確沒有提到「原不相配」，所以新的翻譯本已經修正了。和修本和新漢語譯「你們不要和不信的人同負一軛」，新譯本「你們和不信的人不可共負一軛」。同時，原文是一個命令語。所以，經文的重點是信與不信的人不可能、不應該、也不可以「同負一軛」。那麼，什麼是「同負一軛」？這可參考申命記 22:10「不可並用牛、驢耕地。」只要你想像一下「牛和驢」兩者的性情，能力和用處的話，你一定不同意把牠們縛在一起犁田。除了免得白費氣力之外，你也不忍心看到牠們因為不協調而彼此受苦啊！對於信徒和非信徒來說，在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工作觀、事奉觀的分歧下建立一個家，要求同心同行，那肯定是妙想天開，因為這是「錯配」。 保羅用了多個對比反問句來解釋這個「錯配」：義和不義不可能相容；光明和黑暗不可能同時存在；基督和撒旦不可能和好；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不可能分享同一樣的福；上帝的殿不可能與偶像敬拜相連。從保羅的演譯和結論 ，就可以窺探出和合本加上「原不相配」是相當合宜，並沒有改變原文的意思。 從 6:14-18 看，保羅的確沒有提到婚姻或配偶。但是，當我們從內容整體看，甚至從整本聖經看，在婚姻關係上，信與不信原不相配乃是聖經一致的教導。保羅在林前 7:39 說：「丈夫活著的時候，妻子是被約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隨意再嫁，只是要嫁這在主裏面的人。」重點是「只是要嫁這在主裏面的人」，這並非是保羅所創的新意。早在亞伯柆罕為兒子以撒找妻子時，為免娶拜偶像的迦南女子為妻，便定意往自己本地本族去找 (創 24)；當第二代以色列快要進入迦南地，神就吩咐子民不可與迦南人通婚 (申 7:1-6)；當被擄的以色列人歸回耶路撒冷，以斯拉譴責跟異族通婚的百姓 (斯 9:12)；之後，尼希米也斥責餘民嫁娶外邦人(尼 13:25)。原因是：連大有智慧的所羅門王也被外邦女子引誘而犯罪 (王上 11:3)！  信與不信本來就難以同心同行，奢望不同心同行的兩個人成為一體的夫妻，豈不是更妙想天開？無錯，哥林多後書 6:14a 不是刻意針對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結合而寫的，但原則卻與舊約一脈相成 — 信與不信原不相配。 
上主日出席人數 普通話 崇拜 成人102人 粵語十一時崇拜 成人223人 粵語五時 崇拜 成人93人  共共共共418人人人人    小童 3 人 小童 4 人 小童 2 人 共共共共 9人人人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8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32 人 共 79人人人人    中學主日學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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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吳燕萍        陳旭蕾         宣  召 詩 47:1-2  黃建文               何偉賢           讚  美  敬拜隊帶領 敬拜隊帶領 禱  告 
  黃建文        何偉賢         讀  經 羅 5:12-21 周詠清               朱潤坤           證  道 「生死之別」   郭子龍牧師              賴偉青牧師         牧 禱    郭子龍牧師 賴偉青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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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偉青牧師 歡  迎  黃建文           何偉賢            殿  樂  (會眾彼此祝福問安) 葉吳燕萍     陳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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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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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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日) 上週獻金 實收奉獻 $287,862 $9,829 預算支出 $298,077 $9,615 差距 -$1,0215(-3.4%) +$2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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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廣播站    最近推出一套由陳愛光牧師主講的「使徒信經」共 12 集，對應「使徒信經」的 12 句話。對基督徒正確理解「信經」有很大的幫助。可以在廣播站的網站 http://febcchinese.com/ 上收聽。請大家為遠東廣播的事工代禱。  
2. 關心近日國際事件   基於核污染影響，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FDA) 近日發佈條例禁止日本食品進入美國，包括乳製品、蔬菜、穀物、海鮮等。求主記念憐憫該國，從錯誤中學習，經濟早日復甦，百姓生活和健康受保障，對福音有更開放態度。   
3. 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   繼續為澳洲各政黨和議員祈禱，求主感動他們支持以聖經為本的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關係；求主賜力量，讓信靠祂的人以行動為祂打美好的仗。   
4. 九月西安 短宣體驗    為九月份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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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求神裝備參與者對當地宗教和文化有更多認識 。  特別需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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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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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羅安牧師因身體軟弱，現正留院觀察，求神繼續保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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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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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籌款活動中秋籌款活動中秋籌款活動中秋籌款活動                    今年舉辦「造月餅，吃月餅，愛天恩大家庭」籌款活動，現已額滿，不再接受訂購，感謝會眾熱烈響應及支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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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日開始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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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信祈禱會    中信祈禱會    中信祈禱會    中信祈禱會    主題「南太平洋島國宣教」祈禱會將於本週四（13 日）晚上 8:00
-9:30在本會第三禮堂舉行，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一同為神國事工守望。 

4. Compassion 兒童助養 兒童助養 兒童助養 兒童助養             繼上兩週 Compassion Australia介紹他們的助養印尼兒童事工，尚有八份個案未有收回，至今已過期，凡持有有關兒童資料人士，請自行盡快把有關資料銷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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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             本週二（11 日）開課，敬請學員依時上課。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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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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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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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約綜覽」和「三福訓練」繼續上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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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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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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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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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之別」                                羅 5:12-21 

引言  

一. 死因調查  (vv.12-14) 
二. 生存之道  (vv.15-19) 
三. 人生二路    (vv.20-21) 
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