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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子揚傳道 最近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上看到一條有趣的文章標題：「蝦仔傳奇：從黑幫大佬到守法公民」，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便看了該報道。蝦仔曾經是美國舊金山黑幫中的風雲人物，但他現在因為女友和她的家人的愛、支持和再教育下，正在學習過正常人的生活。從前，他在幫派鬥爭下，過著殺人、走私毒品、敲詐等「地下」生活，思想和價值觀均十分扭曲，與「地上」普通人的觀念相距甚大。然而，今天的蝦仔是個「溫和、慈祥、又貼心、能體恤別人的感受」，臉上常帶笑容的人。他為到自己竟然會關注環境保護（如節約汽油和將垃圾分類等）、在家中鑽研烹飪、為寵物清潔、跟女友的女兒嬉戲之類的事宜而滿心歡喜。在從善期間，他也遇過錯折，曾經有學校其他家長知道他的背景後，對他抗議和排斥，他雖為此感到受傷，卻沒有氣餒，現在更為向他求助的年輕人提供建設性的意見。  蝦仔雖然不像是參與教會的信徒，但他的故事讓我想起初信主時，自己的生命在某程度上，跟蝦仔的相似之處，就是那種隨心而活，「我的生命我作主」的態度。他因著女友的愛護和接納，而得著改變的力量，那麼主耶穌基督的愛和接納，又有沒有使你得著像蝦仔那樣，勇敢地改變自己的力量呢？上帝拯救我們，不是要我們做好人而已，乃是要我們作祂的兒女（約 1:12）。蝦仔為到自己能夠步入正常人的世界而高興，但你是否仍會為到自己能夠成為神家的一份子，可以參與事奉，感到歡欣雀躍，熱情如初呢？  其實在漫長的基督徒旅程中，我們必定會有經歷靈性高、低的時候，每當我們的心不再追求討神喜悅的生命時，我們的靈性就必然會退步。我們自然會讓各樣滿足肉體的事情來充斥我們的時間，例如娛樂、上網、睡覺、工作、家務等，以致我們的生活有著過多的屬肉體的事，而失去了屬靈的平衡。失去屬靈平衡的生活，往往又會導致對神的事缺乏興趣、能力和敏銳。因此，甘心作服侍主的人，生活的確要有節制，不能任意胡為，總要在靈裡警醒。每日靈修中的讀經、默想、背誦和禱告，就是要使我們養成與神溝通的習慣，讓我們保持常常「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弗 6:18）的心懷。 弟兄姊妹，讓我們刻意找個時間，安靜在神裡面去回顧我們的生活，到底被什麼「理所當然」的事佔據了，以致我們不能履行神的吩咐，殷勤服侍（羅
12:11）、彼此相愛（約 15:12）？讓我們「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加 6:7-10） 

上主日出席人數 普通話 崇拜 成人92人 粵語十一時崇拜 成人191人 粵語五時 崇拜 成人61人  共共共共344人人人人    小童 4 人 小童 4 人 小童 0 人 共共共共 8人人人人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8 人  粵語兒童主日學 30 人 共 91人人人人    中學主日學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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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高懷德                       趙不亢            讚  美  敬拜隊帶領 敬拜隊帶領 禱  告 

  黃高懷德                趙不亢             讀  經 羅 13:1-7 陳英生                         羅孔玲嫺             證  道 「順服權柄」   郭子龍牧師                    鄧子揚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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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高懷德                  趙不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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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禱事奉  

- 2 - 

經常費奉獻 進度表(至 2015年 10月 20日) 上週獻金 實收奉獻 $391,203 $11,029 預算支出 $403,846 $9,615 差距 -$12,643(-3.1%) +$1,414(+14.7%) 

建堂奉獻進度表 (至 2015 年 09月 30日) 實收奉獻 預算支出 差距 
$46,953 $54,000 -$7,047 (-13%) 

【本月獻花】   羅安牧師夫婦、李少虹、朱潤坤、林羽莊 & family 
Sandy Au、Winnie + Thomas Yeung、Angela + Ben 

1. 大使命: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    為明年學位課程和文憑證書課程的招生代禱；為明年 3月 11-12日之師生退修會的籌備工作及講員菲律賓聖經神學院院長邵晨光博士代禱；為明年澳神主日的安排代禱。 
2. 學校宗教課       感謝神！為 Burwood、Strathfield 和 Homebush區的學校，預備了 Brie Pattison姊妹作為新一任的事工統籌，求神賜充足的信心和愛心，在本地學校中繼續傳揚基督，又求神讓各校長們樂意支持教會的工作，使學校的門對福音保持開放態度。  
3. 2016 事工籌劃      請為教會的長執、領袖們禱告，求神賜他們在計劃明年教會的方向和目標上，滿有屬靈智慧及洞察力，能帶領眾肢體在基督裡同心合一，樂意承擔主的吩咐，在傳福音、培訓聖徒，以及社區接觸各方面都能進一步成長。 
4. 特別會友大會     將於 11月 1日（下主日）舉行，求神悅納大會的議程和討論事項，讓會中所決定的，都有聖靈的引領和平安在其中，合乎神的心意，得眾人的認同。 特別需要：  
1. 陳萬程弟兄的岳父，梅恩美姊妹的父親，於本月 15日晚上安息主懷，昨日出殯，請代禱記念。 
2. 普通話堂呂宇楓（Josh）今早於普通話崇拜中受洗，求神繼續保守及帶領，讓他得著屬天的成長，能夠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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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2日） 實收奉獻  $59,320 全年奉獻目標 $64,700 差距 -$5,380 (-8.3%) 

建堂建堂建堂建堂奉奉奉奉獻電子轉帳獻電子轉帳獻電子轉帳獻電子轉帳:GracePoint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銀行銀行銀行銀行:Westpac Bank         建堂帳戶建堂帳戶建堂帳戶建堂帳戶:032-000 206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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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綱：「順服權柄」                             羅馬書 13:1-7 

引言   

一. 世上權力架構是神所立定的 (vv.1-2) 

二. 世上權力架構是要懲惡揚善 (vv.3-4) 

三. 世上權力架構應當有的規範 (vv.5-7) 
總結:  

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     
1. 特別會友大會    特別會友大會    特別會友大會    特別會友大會     於下主日（11月 1日）下午 12:30 舉行，商討教牧同工聘用條件的調整；中文版議程是日隨週刊派發，另有少量英文版議程在司事檯歡迎取閱。請會友抽空出席，共商聖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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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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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粵語培訓課程粵語培訓課程粵語培訓課程粵語培訓課程                「從頭腦知識到生命轉化」是日下午 1:30於圖圖圖圖書館書館書館書館繼續。「會友班」、「靈性修持：默想、靜禱、獨處」及「羅馬書的立體救贖觀」將於下主日下午 1:30開課，如弟兄姊妹希望在聖誕節轉會者，請即向何朱桂蘭姊妹報名。另新一季課程繼續接受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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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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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是日下午 1:30在第五課第五課第五課第五課室室室室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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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圖書館    圖書館    圖書館    圖書館    將成立 whatsapp 群組以推動教會會眾充份利用圖書館資源及提高閱讀靈修書籍風氣，該群組通訊內容包括介紹及分享圖書館新書及影音 CD，書攤推廣等資訊。凡有意加入此群組弟兄姊妹，可直接聯絡

Vicky Chiu 或將姓名及手机號碼 SMS至手机 0432-085-097，或 email 

vicky_chiu914@yahoo.com.au    

6. 普通話薰衣草之旅普通話薰衣草之旅普通話薰衣草之旅普通話薰衣草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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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盡早報名（11月 8日截止報名），查詢： Alice Chien簡陳綺齊姊妹 0416 166 93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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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開始至 11月 28日逢週六下午 3:00-5:00於禮堂二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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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