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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不亢長老  
曾經試過很多次因為女兒的課外活動而接觸一位在非弁利機構工作
的老人家，這位老人家的壞脾氣和惡劣態度讓每位家長都想「避之
則吉」，很多家長無端被罵或奚落一翻，弄得滿肚子氣。終於最近
有一次我自己亦碰了點釘子，事緣我禮貌地要求一個儘快的明確答
覆，卻被他不客氣的回應一句：「我只是一個義工！你不能這樣要
求我！」從中我明白了他怨憤背後的原因 。 他沒有接受任何酬
勞，也沒有欠任何人什麼，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對他有甚麼要求。義
工所做的並非他應份做的，做得好別人要感謝他，即使做得不好也
不能埋怨他，因為他只是一個義工。  

聽起來是無可厚非的理由，但我卻忽而奇想，反思我們基督徒事奉
的時候，是否也潛藏著這種「義工心態」？相信所有弟兄姊妹都是
不計回報的甘心樂意服侍教會，只是我們無可否認，在事奉當中我
們或許都有過付出了許多，總樂意聽一些別人的讚美誇獎，但相反
感覺被忽視、不被認同、甚至被批評的時候，我們的「義工心態」
又會作祟，感覺滿肚委屈，心靈疲憊，甚至輕易辭退事奉的崗位。 

我想起羅馬書六章十三節保羅勸勉我們當將自己獻給神，作公義的
奴僕。聖經用「奴僕」這個詞，是借用了世俗的圖畫來描述屬靈的
事物，來幫助我們明白基督徒應有的心態。奴僕和義工的心態有甚
麼不同呢？奴僕是欠了主人的債的，所做的一切都是他應該做的。
我們都是蒙了神救贖大恩的罪人，服侍主乃理所當然的事，沒有甚
麼可誇口的。如果我們事奉的時候總愛挑三揀四，挑自己喜歡的地
方、喜歡的時間、喜歡的工作、喜歡的合作伙伴，又或只願意聽誇
獎的話，不願意聽批評的話，這並不是奴僕的心態，也許只是停留
在「義工心態」的層面。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七至十節，主耶穌對門
徒說了一個比喻，說明了奴僕的態度 ：「你們當中誰有僕人耕地或
是放羊，從田裏回來，就對他說『你快來坐下吃飯』呢？ 豈不對他
人說『你給我預備晚飯，束上帶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
以吃喝』嗎？ 僕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還謝謝他嗎？ 這樣，你
們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當說：『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所做的本
是我們該做的。』」 

弟兄姊妹，到底我們是以義工的心態還是奴僕的心態在服侍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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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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31日） 實收奉獻  $50,140 奉獻目標 $38,500 差距 +$11,640 (+30.2%) 

經常費奉獻 進度表(至 2015年 08月 25日) 上週獻金 實收奉獻 $317,823 $8,205 預算支出 $326,923 $9,615 差距 -$9,100(-2.8%) -$1,41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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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華傳 8 月代禱     華傳總主任余俊銓牧師將出訪回
教國家；華傳總部將召開事工策劃年會，商討明年計劃及財政預
算；西非的穆斯林地區掀起了歸主運動，求主保守。  

2. 關心近日國際事件    為近日受國際性金融市場大幅波動而受影
響人士祈禱，求主看顧人的心，勝過保守其他一切，好叫信靠主的
人，專心尋求神，在股市動盪下，仍然堅信生命比財富更是寶貴。  

3. 天恩屋漏    近日悉尼大雨，有冰雹阻塞屋頂去水渠，導致圖書
館和樓上樓下一些房間漏水，現正進行損害評估中。祈禱主看顧
保守，讓受損地方早日修復，讓天恩事工免受影響，讓弟兄姊妹
享受一個安全和舒適的地方敬拜和事奉。  

4. 天恩清潔日     為 9月 5日天恩大掃除祈禱，求主感動弟兄姊妹
愛天恩是屬靈的家，積極參與一年一度的清潔日；以互助合作的
精神使天恩更美麗，更合適成為神使用的地方，在力勤區為主發
光，多作見證。 

特別需要：  

1. 為黃達康弟兄已於上週二接受手術，現在家中休養，求神繼續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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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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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     
1. 同工放假     同工放假     同工放假     同工放假     郭子龍牧師將於 9 月 1 日至 4 日放進修假，前往新加坡參加華福異象 2020 全球論壇。  

2. 月禱會 月禱會 月禱會 月禱會                 本週五(4日)晚上 7:30於第一禮堂舉行。本月主題為「靈命大掃除」。 

3. 教會大掃除教會大掃除教會大掃除教會大掃除                將於本週六（9 月 5 日）上午 9:30 開始至下午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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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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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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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粵語培訓課程    粵語培訓課程    粵語培訓課程    粵語培訓課程    「三福訓練」、「組牧訓練班」和「聖經神學」繼續上課，「活出真理」是日下午在課室四開課，尚有餘額，歡迎參加。 
6. 粵語崇拜查經預習     粵語崇拜查經預習     粵語崇拜查經預習     粵語崇拜查經預習     十一時崇拜查經預習於是日下午 1:30 在圖書館舉行，五時崇拜則於下午 2:30 在第五課室舉行，請有關人員依時出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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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舉行，營會題目為「知『意』行難」，報名截至日期為下主日（9 月 6 日），報名/查詢:簡陳綺齊姊妹。  
8. 「「「「晨光晨光晨光晨光」」」」講座   講座   講座   講座   由晨光關懷協會舉辦的男士講座將於 9 月 10 日（週四）晚上 7:30-9:30 在華澳浸信會展愛堂舉行，題目「為父...所要珍惜的」，強調從聖經看父親的角色，歡迎有興趣人士參加。  
9. 「澳神」「澳神」「澳神」「澳神」2015普通話神學講座     普通話神學講座     普通話神學講座     普通話神學講座     將於 9 月 12 日（週六）下午 2:00 至

9:00 在長老宗神學院舉行，題目為「不想讓你知道我是誰—另類宗教與其帶給華人教會的省思」，承邀「澳神」講師田宏恩牧師主講，詳情請見海報。  
10. 「澳神」開放夜「澳神」開放夜「澳神」開放夜「澳神」開放夜                將於 9月月月月 24日日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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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基督教靜修學會公開講座基督教靜修學會公開講座基督教靜修學會公開講座基督教靜修學會公開講座      「靈的突破」-當代信徒如何重拾靜觀靈修傳統。由西澳柏斯宣道會主任歐陽萬璋牧師/博士以粵語主講，於 9 月 19 日晚上 7:30，在 Kogarah 華人恩典基督教會舉行（Cnr Premier & Kensington 

Street) 。詳情請向陳朝發長老查詢。  

講道大綱：「風浪之主」                          馬可福音 4:35-41  

引言  天有不測風雲  

一. 主同行的旅程  (vv.35-37) 
二. 主在途中睡著  (v.38) 
三. 主能平靜風浪  (vv.39-41) 
總結: 對你來說：耶穌是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