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澳篤信聖經長老會
為了見證耶穌基督的榮耀
2019年1月6日

主日聯合崇拜聚會
1 上主在祂的聖殿中

序樂/預備詩

林何麗兒/黃勇耀執事

上主今在祂的聖殿中，

上主在祂的聖殿中 1

上主今在祂的聖殿中；

宣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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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嘉偉執事/黃勇耀執事

*唱詩

第4首 聖哉聖哉聖哉

*禱告、榮耀歸於聖父 2
啟應讀經

箴言17章1-6節

聖餐
唱詩

第99首 奇妙十架

唱詩

第94首 痛哉！主血傾流

奉獻

第394首 是否將一切獻上

正如太初直到現今,

*三一頌 3/謝禱

榮耀萬古而常新,

讀經

使徒行傳2章42-47節

永無窮盡!

唱詩

第252首 向高處行

阿們! 阿們!

牧禱/證道

潘潮劍牧師/林賜民

恆心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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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詩

第405首 堅決立志

*祝禱/三疊阿們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家事分享

阿們。

*願主賜福看顧你 4

4 願主賜福看顧你
願主賜福看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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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會眾站立
2019 年主題: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使徒行傳2章42節)
牧師: 潘潮劍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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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 梁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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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信函
刚强壮胆面对2019年
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亲爱的会众们，今主日是我们在新年里的第一个崇拜
聚会。当我们回顾2018年时，我们很多人往往都会向彼此说，“时间过得真
快”。在2019年里，我们的时间是否会如往平安地度过，还是会充满着试验？
我们中间有些人正在或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更，有些人则经历着个人的试
验。你在2018年结束时的状况或许与年初时非常不一样。现在，你仰望着
前面新的一年。你是否为着2019年所要发生的事情感到惧怕？我在今主日
的牧者信函中扼要重述了年终感恩崇拜聚会的信息，经文取自于约书亚记
1:7-9。这是为了坚固及预备我们的心来面对未来的任何挑战。
神为什么要赐你如此肯定的确据？当约书亚在摩西死了以后面临着未来的
挑战时，他感到非常惧怕。但是约书亚并没有独自地去面对这一切，因为
神应许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
丢弃你”（书1:5）。神应许约书亚，他所做的工作都必顺利（第7节），并
且凡他脚掌所踏之地，神都赐给他（第3节）。主又再次地重述：“耶和华─
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第9节）。神向约书亚如此坚定地应许祂必与约书亚同
在的原因，是因为约书亚现在必须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你当刚
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
给他们的地。”（书1:6）所应许的后裔将会从以色列国而出。约书亚不是去
攻取自己的产业。他乃是去实现神藉着以色列国所要成就的目的。只要他
持守着这一目的，神必会与他同在。今天，我们在希伯来书13:5也有类似的
应许，“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以及马太福音28:20，“我就常与你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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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无论是对个人或教会集体，我们如何能肯定且确信
神必向我们信守这些应许？我们的目标或许与约书亚不同，但是主却是同
一位。这答案就是，只要我们坚决地谨守遵行神向我们在地上所有的目的
及旨意。相反的，倘若我们所计划去行的事都是为了个人的益处、个人的
财富或个人的荣耀，我们就不能说神必会与我们同在并帮助我们。神的应
许是给凡选择行在神旨意中的信徒。刚强壮胆的目的是为了遵行祂的旨意，
而不是为了实现我们属肉体并以自我为中心的志向及奢望。你愿意在2019
年中行神的目的并为祂而活吗？你若愿意的话，神就必与你同在并帮助你。
我在2019年中需要于哪方面刚强壮胆？若我们被问及这问题时，有些人或
许会回答，他们在面对考试、家庭、工作、健康问题或感到孤单时需要刚
强壮胆。约书亚即将去打仗及攻克敌人。人往往会认为，既然约书亚感到
害怕，他应该在作战方面需要刚强壮胆。然而，神告诉约书亚他在哪方面
需要刚强壮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
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那里去，都可以顺利。”（书1:7）在面
临任何事情时，我们需要刚强壮胆的方面其实是在顺服神的话语上！我们
常认为我们需要力量及勇气来面对及解决问题，然而神知道在每个状况及
生活抉择中，我们最害怕的那方面其实是遵行神的话语。约书亚必须专心
遵守神所吩咐的一切话，而不是对此感到惧怕。我们知道神在养育儿女这
方面的要求是什么。但是，我们害怕自己若按照神的要求来养育我们的孩
子，这会使孩子在世界中吃亏。我们害怕若自己对世俗不见多识广及付上
一切代价追求成绩及才干，我们或许不能得到我们向往的工作或升职。若
我们遵行所有的律法，并且不给自己找借口来违背神，使自己在神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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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偏离左右，我们必能常在神的目的中顺利。神知道他们所必须克服的困
难。吗哪会在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后便停止。他们必须努力才能得到神要赐
给他们的成功。同样的，我们甚至在遵行神的旨意时也会面对问题。神的
应许并不取消人的责任。其实，祂赐给我们应许就是为了激励我们去行动！
当你要在2019年中顺服神及行祂的旨意时，其中或许是充满着困难的。但
只要你先求神的国，在凡事上都使人认识神，在所做的每件事情上都顺服
祂，你就会凡事顺利。力量乃是你内心及脑海里的信念，使你立志朝着某
个方向前进。当我们知道自己应该作个怎样的父亲、母亲、儿女、员工、
学生时，我们便决心尽全力地去实现。接着就是信心。即便我们感到害怕，
我们必须信靠神并朝着那方向前进，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顺服神
须要我们在做决定及行动上刚强壮胆。你是否因为没有勇气去行神所说的，
而正在避免或延迟一些决定，从而不能顺服神向你显明的旨意呢？在2019
年里，你就当信靠神并顺服祂。
我在2019年中必须做些什么才能刚强壮胆？约书亚记1:8“这律法书不可离开
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
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必须学习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必须
在他口中及心中。但是若不去行道，学习及默想神的话语是无用的。我们
必须谨记，学习神话语的目的是为了顺服。在2019年中，不要给借口而不
学习神的话语。你当优先安排出席团契聚会、查经班、报名参加远东神学
院课程。否则其他事情便会取代这一切。在2019年中，若学习神的话语不
是你的优先事项，你凭着经验已知道许多其他的事情很容易就会变成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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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项。

神是否会在2019年中与你同行？“我岂没有吩咐你么？你当刚强壮胆！不要
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那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书1:9）你若愿意遵行神的旨意，那就在生活中的各方面都按照神的话语
而行，不要惊慌。你不该感到惶恐不安。在接下来的争战中，我们将会经
历真实的血汗及痛苦。但是神在这一切中必与你同在，帮助你在属灵上成
长。愿这是你在2019年中的个人生活见证。愿这也是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
在2019年中的见证。
为主服事，
牧师

家事分享与感恩赞美
1.

牧师及长执会祝所有敬拜者一个蒙福的新年。愿我们重新立志，天天
遵照主的话语与主同行，更加顺服及信靠祂。愿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
在今年里也尽我们的全力来事奉我主。

2.

2019 年教会年历：附有本年教会活动的 2019 年书签年历已在入门处
供索取。鼓励敬拜者在离开教会前自便索取一份。请大家在自己的日
历上给这些活动做标记，并偕同自己的家庭来出席。请大家也使用年
历来为教会代祷。在线日历也可以从 http://bpcwa.org.au/addcalendar
及 http://bpcwa.org.au/addcalendar2 网址下载，自动加入你的手机中。

3.

中文关怀小组（周六，1 月 12 日，上午 10 时 30 分）：聚会将在教会
进行。我们将继续查考《奶与干粮》之系列。有进将会传讲信息，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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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为“奶的教义：信靠神”，经文取自于希伯来书 6:1-3。请带一道菜肴
于聚会后的午餐分享。欢迎大家出席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
4.

丈夫及父亲团契（主日，1 月 13 日，下午 3 时 30 分）：牧师将继续
藉着彼得前书 3 章做教导。鼓励所有为人丈夫者出席，从神的话语中
认识合乎圣经的丈夫及父亲。

5.

婚礼：祝贺洪光伦及洁菱昨日结为夫妻。愿他们开始一起生活时，神
的荣耀常为他们婚姻的目标及焦点。

6.

感恩及祷告事项：

•

为着年终感恩崇拜聚会及从祂话语得到的力量及鼓励感谢神。愿这门
功课帮助我们在 2019 年里更加热心地为主而活。

•

感谢神将儿女赐予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中的家庭。请为着父母忠于他
们的誓言，为主及祂的教会养育敬虔的后裔感谢神。

•

感谢神赐予特权，让我们在 2018 年中为主做工。感谢神也赐予祂的话
语来指引我们，使我们晓得在新的一年里该如何生活来荣耀祂。

•

请为着今主日及下主日的澳洲行前简报祷告，愿神藉此引导祂的羊群
在柏斯学习的期间能与我们一起在属灵上成长。

•

请代祷，愿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能一直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
接，擘饼，祈祷。

•

请为着教会扩建工程与设计师的商讨之进展代祷，也求神使更多人愿
意将财物归还于神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开始建堂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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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輪值

本主日(6/1) 聯合崇拜 - 聖餐

下主日(13/1) 聯合崇拜

證道/翻譯

潘潮劍牧師/林賜民

潘潮劍牧師/錢有進

主席/翻譯

梁嘉偉執事/黃勇耀執事

黃勇耀執事/林賜民

預備詩

黃勇耀執事

梁嘉偉執事

司琴

林何麗兒

潘俊美

迎賓

閆巍、李蓓、Mark Heath

鄭國靈、鄭美珠、錢怡珊

劉進慶、蔡沛雄、謝從新

張子健、符國安、陳信恩

閆巍、劉毅聰、Mark Heath

莊科麟、鄭至良、余愛德

招待

饒韋定、饒吳麗潔、Vincent Naing

簡正文、簡淑儀、蔡佩珊

視聽影音

鄭至良

江樹城

繆勇青、符大松、符洪麗芳

楊莉蓮、廖瑞婷、謝甄麗珍

湯明明、楊旋睿

孫嘉俞

奉獻

廚房事工

今日及本週的聚會
10:00 am

中文查經班

7:30 pm

禱告會: 錢有進/黃勇耀執事, 鄭至信執事, 陳怡媚

9/1

7:30 pm

遠東神學院網上課程: 約伯記

星期五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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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12/1

10:30 am

中文關懷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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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 am

少年問題解答

2:00 pm

養老院事工: Concorde/Onslow Gardens

星期二

8/1

星期三

星期日

13/1

3:30 pm

養老院事工: Berrington/Bull Creek
丈夫及父親團契

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
出席總人數 - 主日崇拜: 205 (聯合: 172; 兒童主日學: 33); 年終感恩: 117; 禱告會: 81
十一與感恩奉獻 - 主日崇拜: $5,259.45 (#4546: $127.00); 年終感恩: $1,902.05 (#4547: $337.00)
建堂基金 - 上週: $1,000.00; 目前: $161,156.97; 差距: $1,138,843.03
威斯敏斯德信仰宣言－第 4 章：論上帝創造之工
2. 上帝造了一切其他被造物之後，就造了人，造男造女；他們擁有理性的與不朽的靈魂；又本著自己的形像賦與
他們知識、仁義和真聖潔，有上帝的律法寫在他們的心裡，且有履行律法的能力。然而人處於有可能干犯律法的
狀態中，上帝也讓他們按著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這意志是會改變的。除了這在他們心中所寫下的律法以外， 他
們還領受「不可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的命令；他們遵守這命令時，就能享受與上帝相交，以此為樂 ［修譯：
就能享受與神相交的福樂］，又能統治被造之物。

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