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4 -  

實習神學生易慶初弟兄   上帝要亞伯蘭離開本土本地，這是挑戰，不是命令。甚麼是命令? 上帝把亞當安置在伊甸園的時候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這是命令，是必須遵守的，不遵守的結果會帶來懲罰。「挑戰」就不同了：「挑戰」不是強迫你去接受；但接受的結果必然帶來上帝的賜福。 當年，上帝向亞伯蘭挑戰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我必賜福給你。」今天，上帝也在對我們說：「你要離開。」上帝也向我們挑戰，上帝要我們離開甚麼呢? 要我們離開我們安逸區，進入那未知之將來，這並不容易的。上帝是創造宇宙萬物的神，祂是全知全能的神，如果我們對祂有清楚的認識及全然的信靠，我們也會欣然接受上帝的挑戰。 信心之父亞伯蘭相信神的應許，接受挑戰，離開他所熟識的地方， 邁向那全然陌生之地方，去迎接新的開始。上帝為什麼要在中東這個地方，向亞伯蘭這個人發出挑戰呢? 為什麼不到別的地方，找別的人呢? 這當然是神主權的揀選，我們受造之物，無權過問。然而，若果亞伯蘭沒有接受神的挑戰，上帝的挑戰也許轉向另外一個人，那麼人類的歷史也會改寫了。 回想兩年多前在神學院之開學典禮中，校長為新同學們祝禱時，站在台前的我，內心仍然徘徊著一個問題，一把年紀的我尚入讀神學，是否真的合適呢? 還是自己一時之勇呢? 面對漫漫的長路，是否能夠讀下去呢? 真的沒有多大的信心啊！然而，這就是上帝對我的挑戰，只要接受和信靠，神必會帶領前面的道路和滿有恩典。當時內心默禱，我願接受這挑戰，入讀神學院來裝備自己，畢業後能為主作工的僕人。求主加添我智慧、力量和指引。轉眼間，今年進入第三年，己完成三分之二的課程。感謝主，讓我清楚明白神的旨意，順服神，憑著信心去學習，上帝必然成就讓我能完成神學的課程。 弟兄姊妹，今天，上帝有沒有呼召你往祂所指示的地方去，你願不願意順服並接受上帝的挑戰，能在祂的聖工上有份?  
上主日出席人數 普通話 崇拜 成人96人 粵語十一時崇拜 成人177人 粵語五時 崇拜 成人91人  共共共共364人人人人    小童 3 人 小童 3 人 小童 0 人 共共共共 6人人人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3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24 人 共 73人人人人    中學主日學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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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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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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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吳燕萍           宣  召 詩 95:1-2  陳朝發                 盧景磋            讚  美  敬拜隊帶領 敬拜隊帶領 禱  告 
  陳朝發            盧景磋            讀  經 羅 8:1-17   陳梁少珊                   黃少明             證  道 「靠著聖靈得勝」   賴偉青牧師                  郭子龍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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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朝發               盧景磋             殿  樂  (會眾彼此祝福問安) 陳曦蕾       葉吳燕萍        

聖 餐    郭子龍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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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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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 01日) 上週獻金 實收奉獻 $330,098 $12,275 預算支出 $336,538 $9,615 差距 -$6,440(-1.9%) +$2,66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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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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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互動     前身是澳洲浸信會的差傳機構，經過近 130 年的發展，全球範圍內共帶領了 1800個信仰團體共 15 萬人，並廣泛的參與當地的醫療、健康及發展舉措。請大家為全球互動的事工代禱，也求主保守在香港侍奉的羅伯森一家。  
2. 天恩肢體顯愛心    為神的子民愛心服侍感謝讚美神。昨天教會清潔日及為建堂專款籌款造月餅行動分別完成，很多的弟兄姊妹們都盡心盡力服侍，除此之外，亦有弟兄姊妹們事前作出妥善的安排和統籌，求神親自報答他們。 
3. 宣教博覽會    為 10 月 10 日(週六)下午，天恩與雪梨華人基督教聯會協辦的「宣教博覽會」的籌備工作禱告，並求神讓弟兄姊妹們預備時間出席，以致能夠從中更加認識到宣教的重要性及如何參與及支持。 
4. 週末閒情覓神蹤     為該項 10 月及 11 月逢週六下午舉行的粵語福音外展活動禱告，求神帶領弟兄姊妹們認清邀請對象，並感動對象們接受邀請，讓他們得以認識祂福音的大能。 
5. 牧職候選     感謝神雪梨區會上週二通過接受本堂鄧子揚傳道成為牧職候選人，求神帶領鄧傳道餘下的學習課程及區會考核。 
特別需要：  

1. 郭蘇莉莉師母於上週三 (2 日) 接受腸部手術，現仍在醫院留醫，求主醫治。 
2. 黃達康弟兄仍在家中休養，求神繼續保守。 
3. 羅安牧師因身體軟弱，現正於家中休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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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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綱：「靠著聖靈得勝 」                        羅馬書 8:1-17  

引言  寶石的光彩 
一. 肯定耶穌的救贖，脫離律法的詛咒 (vv.1-4) 
二. 認識聖靈的指引，克服肉體的軟弱  (vv.5-11) 
三. 順服聖靈的帶領，與基督同作後嗣  (vv.12-17) 
總結: 要在肉體爭戰中勝利，除了與聖靈同工，別無他法。  

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     
1. 同工外出     同工外出     同工外出     同工外出     鄧子揚傳道是日外出證道，午膳後返回。 
2. 中秋月餅中秋月餅中秋月餅中秋月餅                    已經預訂中秋月餅的弟兄姐妹可於是日及下主日午膳或晚膳時段到禮堂後面櫃台取餅。另是日有少量月餅即時發售，請從速到櫃台購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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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同工放假     同工放假     同工放假     同工放假     行政主任尹蔡霞珮姊妹將於 9 日至 25 日放年假，其主日職務由何海鍵弟兄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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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組牧訓練班」繼續上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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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是日是日是日截至報名，報名/查詢:簡陳綺齊姊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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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本週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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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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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本週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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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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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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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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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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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下主日），詳情請向許彼得傳道或彭君健弟兄(Gordon Pang)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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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下週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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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