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澳篤信聖經長老會
為了見證耶穌基督的榮耀
2018年10月14日

主日聯合崇拜聚會
1 上主在祂的聖殿中
上主今在祂的聖殿中，
上主今在祂的聖殿中；
萬國的人當肅靜，
萬國的人在主前當肅靜,
當肅靜，在主前當肅靜。
阿們。

2 榮耀歸於聖父
榮耀都歸於
聖父、聖子、聖靈,
三一全能真神!
正如太初直到現今,
榮耀萬古而常新,
永無窮盡!
阿們! 阿們!

3 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源,
世上萬民都當頌揚,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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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3首 有平安在我心
第230首 我平時當靠救主

要被聖靈充滿 - 唱詩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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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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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向你仰臉
賜福與你；
賜你平安, 賜你平安,
願耶和華使祂臉
光照你,
賜恩與你, 保護你,
保護你； 願主保護你,
賜恩福與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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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願主賜福看顧你
願主賜福看顧你,

以弗所書5章19節
第374首 我要歌頌我救贖主
潘潮劍牧師/林賜民

2018 年主題:
“...現在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敬畏耶和華—
你的神,遵行祂的道愛祂,盡心,盡性事奉祂,” (申命記10章1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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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信函
为什么我受洗时便成为会友？
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亲爱的会众们，今天我们见证了信徒洗礼、婴儿洗礼、
坚信礼以及转会。身为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的会友，你当时也起立接受他
们加入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的会友籍。你是否曾经思考过，为什么洗礼和
坚信礼自动使人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友？为什么有些人要转会？婴儿是否也
在接受幼洗时成为会友呢？此外，为什么我们邀请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的
会友起立接受他们？明白这一切背后的圣经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本
身也是个会友或有一天或许也会成为会友。

信徒洗礼及会友籍。当一个信徒在一个教会中受洗，他便成为该教会的会
友。在此，我们必须了解大公教会与有形教会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这是
许多人常常弄混的。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都属于由神的选民所组成之无形
大公教会的一份子。这无形教会乃是基督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将聚集同归于
一的教会（弗1:10）。然而，在神救赎计划中的一部分，祂呼召并在地上设
立有形的见证。因此，“教会”按字面的意思指的是“蒙召的人群”。这有形的
见证在旧约中指的是蒙神恩召归于自己的以色列国，在新约中则是指地方
教会。我们在圣经中也看见这类的提述，例如：“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在
坚革哩的教会”（罗16:1）以及“在亚西亚的七个教会”（启1:11）。有些人具
有明确的身份并且也属于这些教会。人们如何辨认这些人乃是神有形见证
的一部分並作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因着神与他们所立的圣约而成了神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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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按照创17:7,9的记载，这圣约的记号就是割礼。“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
的後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神 … 神又对亚伯拉
罕说：你和你的後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 这经文提及神与祂的百姓立
约。圣约具有记号和印证。若从其他国家而来的百姓接受了耶和华为他们
的神，他们也必须接受割礼，因为这是作为神百姓的外在记号（出12:48；
结44:9）。就如在结婚典礼中，戒子常被用来作为各人进入婚约的记号和印
证。亚伯拉罕之约属于恩典之约，新旧约信徒也都在恩典之约中。当基督
来了之后，使徒保罗在西2:11,12中向犹太人解释，作为圣约记号的割礼已
被洗礼取代。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不再命令人受割礼，甚至外邦信徒也不需
要，反而要接受用水所施的洗礼。就如割礼在旧约中乃是任何成为耶和华
有形子民一份子之人的记号，同样的，今天每个接受洗礼的信徒也成为有
形地方教会的成员之一，即他接受洗礼的教会。这是关乎成为神子民的一
份子。因此，任何人若拒绝接受割礼，这就证明那人拒绝成为神子民的一
份子。相同的，对于新约中作为圣约记号的洗礼，任何拒绝洗礼之人也不
能成为地方教会的会友。就如行割礼不能拯救旧约中的犹太人，今天的信
徒洗礼也不能拯救任何人。这是你在承认相信主之后所做的事。

转会。所以，明白了这一切后，有些人或许在思索，只要我已经受洗並成
为某个教会的会友，我的会友籍属于哪一个教会是否事关紧要？若要回答
这道问题，我们必须回顾地方教会作为由神子民所组成之有形见证的目的。
对我们多数人而言，我们或许在年轻的时候于另一个教会受洗。之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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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我们从我们原本的国家或教会移民过来，又把我们带到西澳笃信圣经
长老会。如果你与我们一同敬拜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相信这就表明你
已经确认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乃是我主的忠心见证。教会在哪一方面成为
主的地方见证？一间教会作为地方见证，这乃是基于所教导並接纳的纯正
教义、我们所举行的公开敬拜、所执行的圣礼及典章、为召集並成全圣徒
（威斯敏斯德信仰宣言24:3,4）。教会的会友籍使你成为该地方见证的一份
子。这是因为当一个人加入会友籍时，他便立约承诺成为该教会的一份子，
并且为了主的工作而支持並与她一同事奉。在你所承诺的誓言中提到你愿
意委身于该教会大家庭，成为有形见证的一份子，而不是作个“沉睡的会友”。
因此， 今天有一些人已经决意从他们之前的教会转会加入西澳笃信圣经长
老会。这些人都接纳了本堂的信仰与惯例，且渴慕与我们一同事奉，成为
神在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之地方见证的一份子。虽然有一些人由于他们在
澳洲的签证状况而不能被接纳为正式的领餐会友，他们也在他们的誓言中
表明他们愿意顺服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的监督並与我们同工。

明白了这一切后，我们要感谢赞美神，因祂恩待保守及使用西澳笃信圣经
长老会作为祂大使命的一份子，使人成为基督的门徒。太28:19“所以，你们
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为主服事，
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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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与感恩赞美
1.

乐龄团契（本周六，10 月 20 日，上午 10 时 30 分）：聚会将会在教
会进行。牧师将会传讲信息，主题为“病痛的原因 – 做好预备的记号”。
聚会后将会有午餐，请带一道佳肴来分享。热诚欢迎大家参与。

2.

2018 年营会外套：我们有限量的 2018 年营会外套供大家购买，价钱
为$27。我们也有限量的往年营会外套及 T 恤，价钱分别为$10 及$6。
若你有意购买，请接洽梁嘉伟执事。尺寸选择有限，先到者先得
（2018 年外套 – XL、L、M。2017 T 恤 – S。2016 年外套 – XL。2015 外
套 – XL、L。2013 年外套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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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感恩及祷告事项：

•

为着今主日接受洗礼、带领婴儿接受幼洗、坚信礼及转会的弟兄姐妹
们感谢神。感谢神将救恩白白地赐给他们。请代祷，愿他们履行所承
诺的誓言，从今往后作主的真门徒。

•

为着昨天的家庭讲座感谢神。感谢神，我们乃是在敬拜一位眷顾家庭
的主，祂也藉着祂的话语规定我们该如何为主养育我们的家庭。

•

请代祷，愿教会扩建工程持续蒙神带领，好让我们晓得如何按着祂的
计划行事。

•

请为经历试炼、病痛及寻找工作者代祷，愿他们能在神的知识上得着
恩典，并在他们的信心上得坚固。

•

请代祷，愿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中的每位敬拜者都愿意藉着我们的查
经班及团契聚会而真诚渴慕在神的真理上有长进，并且将所学习到的
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好让我们能讨我主的喜悦、荣耀祂、按着
神的时间做好预备迎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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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輪值

本主日(14/10) 聯合崇拜

下主日(21/10) 聯合崇拜

證道/翻譯

潘潮劍牧師/林賜民

潘潮劍牧師/葉光瑋

主席/翻譯

鄭至信執事/黃勇耀執事

梁嘉偉執事/錢有進

預備詩

梁嘉偉執事

黃勇耀執事

司琴

潘俊美

潘俊美

迎賓

鄭國靈、鄭美珠、錢怡珊

符國安、黃靜嫻、符傳文

符國安、蔡沛雄、謝從新

饒韋定、符國安、陳信恩

閆巍、胡國能、莊科麟

莊科麟、鄭至良、余愛德

招待

陳信恩、陳怡媚、孫嘉俞

余愛德、蔡佩珊、Jay-Son Lim

視聽影音

符傳文

劉毅聰

楊莉蓮、廖瑞婷、謝甄麗珍

錢怡敏、翁張文珊、楊欣寧

孫嘉俞

錢怡婕、萬爱顏

奉獻

廚房事工

今日及本週的聚會
星期日

14/10 12:30 pm 少年問題解答

星期二

16/10

星期三

17/10

星期五

19/10

星期六

20/10

星期日

21/10

10:00 am

中文查經班

7:30 pm

禱告會: 潘潮劍牧師/錢有進, 黃勇耀執事, 繆勇青

7:30 pm

遠東神學院網上課程: 舊約歷史

10:00 am

母親團契:創世記

7:30 pm

團契聚會: 英文成人團契、英文學生團契、中文成人團契、中文學生團契

10:30 am

樂齡團契

8:30 am

會前禱告會

9:00 am

英文聖經基要課程、中文聖經基要課程

10:00 am

主日聯合崇拜聚會

2:00 pm

養老院事工: Concorde/Onslow Gardens

3:30 pm

養老院事工: Berrington/Bull Creek

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
出席總人數 - 主日崇拜: 217 (聯合: 186; 兒童主日學: 31); 禱告會: 89
十一與感恩奉獻 - 主日崇拜: $7,388.85 (#4506: $717.00; #4507: $90.50); 指定愛心奉獻 (潘潮劍牧師: $100.00)
建堂基金 - 上週: $3,075.00; 目前: $128,077.42; 差距: $1,171,922.58
威斯敏斯德信仰宣言－第 2 章：論上帝和三位一體
1. 上帝是獨一的，又真又活的，祂是無限、 完全，是至純之靈、無形體、無四肢、 無私慾 [有譯本﹕無慾]、不
變、無量、永恆、不可測度 [注﹕也可譯作不可知]、全能、全智、至聖、自決(定)、絕對的；祂按照自己不改變和
至公義的旨意行作萬事，為了榮耀祂自己；祂極其慈愛、 有恩典、 憐憫、 恆久忍耐、 滿有良善和真理；赦免罪
孽、 過犯、 與罪惡；祂賞賜那殷勤尋求祂的；照樣，祂的審判極其公義、正直；祂憎惡諸惡，決不以有罪的為無
罪。

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