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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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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詩
上主在祂的聖殿中 1

萬國的人當肅靜，

宣召

萬國的人在主前當肅靜,

*唱詩

當肅靜，在主前當肅靜。
阿們。

第240首 白超乎雪

黃勇耀執事
第58首 歡欣安息之聖日

*禱告/主禱文、榮耀歸於聖父 2
啟應讀經

2 榮耀歸於聖父
榮耀都歸於

詩篇5篇

唱詩

第246首 勇敢效法但以理

聖父、聖子、聖靈,

*三一頌 3/謝禱

三一全能真神!

讀經

阿摩司書4章1-3節

唱詩

第134首 求主擘生命餅

證道

錢有進

正如太初直到現今,
榮耀萬古而常新,
永無窮盡!
阿們!

阿們!

你滿足於富裕生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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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詩

第264首 求賜我神聖心

家事分享
*願主賜福看顧你 4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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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主題: 常存信心和無虧的良心
“常存信心和無虧的良心。有人丟棄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
般。”(提摩太前書1章1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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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信函
我们不应该在长执会中要更多人吗？
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亲爱的会众们，今天，我们刊登了 4 个候选人的见证供会
友投票时考虑。鉴于教会中的事工增长及重新开始中文崇拜聚会所需的相关资
源，教会中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完成。为了应对这些改变，新的程序需要被拟定
来支持两个聚会，现有的程序需要被改进，架构的效率提升需要被讨论。有了
这些的加增，一些人或许会想–我们是否应该有超过 4 个人选被提名参与选举
呢？我们难道不应该有更多长执会成员来反映教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吗？我们为
什么要更多人？毕竟，如常言道，多多益善…然而，更多人真的更好吗？
我们为什么要更多人？（1）有时候这仅是因为其他教会有更多人，所以我们也
应该有。我们教会的长执会是否看起来比较“小”，甚至是与其他大小类似或
更小的教会相比下？此外，既然有更多工作要完成，我们是否应该有更多执事
来扩大我们的长执会以满足工作量？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是”，而
不考虑人选是否符合神在提摩太前书 3 章中的条件，而且经过多年的观察来证
实，那我们或许就会受诱惑希望更多人能被提名加入长执会作执事。神在提前
3:10 的吩咐是，“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作执
事。”不谨慎试验及证实而仓促委任更多人是非常轻率的，并且会有长久性的
负面影响。（2）有的时候我们只想在教会中使事情能“完备”。作为一间长老
会，有些人或许会觉得奇怪，我们在教会中除了牧师以外没有另一位驻堂的长
老来组成长老理事会。为什么我们不直接从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当中找一个人
来作长老，而不需要从笃信圣经长老会伯特利堂请借郑馨福牧师？就此而言，
如果教会没有一位牧师，教会是否会直接让任何愿意担任牧师的人来承担这个
职任呢？毕竟，如果该人选愿意，教会也想要，两个相互的肯定是否就表示神
在这事上的协作性旨意呢？单有任何长老是否胜于没有长老？让我先声明，我
是坚信多数的长老是合乎圣经的治会模式的。这也是为什么当西澳笃信圣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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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会中没有合资格的人时，我建议请借郑馨福牧师加入我们的长老理事会，这
是我们的章程所允许的（12.2）。我希望我们从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中至少有
另一位长老。然而，催促某个人作长老或给长执会加人是不容轻视的。使徒保
罗警告，“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分，要保守自己
清洁。”（提前 5:22）我们必须谨记，虽然牧师（他是教导长老，亦是治会长
老）是长老理事会的主席，但所有的长老都共同承担教会的属灵及行政上的监
督。这意味着每一位长老–无论是教导长老或治会长老–必须有能力履行圣经
对长老的职责。按照我们的章程第 18 条文，这包括（除别的以外）负责照顾堂
会属灵福利并办理各项圣事，监督教会中的崇拜及聚会，委派干事，执行纪律，
查明本堂会友属灵知识与其言行，教训及督责。然而，除此之外，他必须被证
实是个成熟的人，拥有属灵分辨力及判断力。这一切不是单靠学习而在思想上
获得的，虽然学习神的话语是必然的。会友必须从根本上意识到，长老必须是
“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且是能“审判百
姓”（出 18:21, 22）。此外，长老理事会表决事项须以意见一致为准（第 17.5
条文）也配合了这一点。一个不愿意做出艰难的决定，或信念与教会的信仰及
章程不一致，或不能信任，无法做出健全决定的人 必然会影响长老理事会的效
力，最终会影响教会及其会友。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不应该只是要人罢了。我
们必须要在各层面都合乎圣经资格的人，尤其是在长执会中。（3）有时候我们
觉得我们应该酬劳一些在教会已久或在教会服事一段时间的人。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应该委任他们加入长执会。他们或许在某些显著的任务上参与事奉，并且
似乎容易与周围的人相处。这些人或许在教会中非常活跃一段时间，并且根据
世界上按资排辈的想法，用领袖的“头衔”或职位来酬劳他们看似非常合宜。
只要你在教会有一段时间，或在某个岗位或事工中事奉一段时间，过了一定的
日子，有些人就认为他们应该在教会中“自动”被提名“升级”到另一个“等
级”。由此推论，人会以为每个执事到时候就会自动“被升级”作长老。或某
个人在一些事工上负责多项任务并且殷勤做工，他就应该自动被考虑为下一个
担任执事或长老的职任。然而，甚至世界也往往更有智慧而不按照这一点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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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位。有最长服务任期的员工或一个工作打卡最多小时的人不一定会被晋升
为总裁，或者甚至经理。这是一些教会的失败，他们不应用圣经的条件及长期
谨慎观察而让人爬上“头衔阶梯”加入教会的长执会。持有错误的观念，教会
中的事奉就成了一个奖励及表彰的制度。
更多人真的更好吗？教会是一个属灵的组织。因此，即使某个人在世人的眼中
非常有成就，他们不一定拥有属灵的资格参与事奉。一个有魅力的讲员或一个
“好好先生”不一定是教会的好牧师。世界闻名的外科医生不一定合适作执事
或长老。有一些牧师会屈从于这压力，因为“拒绝”这个人担任某个“职位”
会不受那人及他支持者的欢迎。不提名那人确实会失去该人及那些支持他的人
之票数。但最终，委任错的人选将会带来问题多过帮助。这会导致更多争议，
因为有不符合教会立场、信仰及章程的冲突信念。力气都浪费在内讧上而不是
主的工作及帮助祂的羊群。其中兴起的纠纷及混乱最终会使教会分裂。在长执
会及长老理事会中拥有 更多人不是最重要的，而是要拥有 正确的人才是最重要
的。任何为了头衔而渴望进入长执会的人，以及只有在被封头衔时才愿意事奉
的人首先就不应该进入长执会。神若愿意，在来临的几周中，我们将会探讨长
老及执事的条件。

为主服事，
潘潮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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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与感恩赞美
1. 三年一度长执会选举见证：为了让会友在下个月选举之前有时间祷告考虑
候选人，务请会友们阅读经长老理事会批准参与来临选举的候选人见证。
2. 常年会友大会及三年一度选举（主日，9 月 20 日，上午 11 时 15 分）：所
有会友必须出席。由于新冠病毒安全计划规定在教会需要保持社交距离，
今天的常年会友大会后不会有团契聚餐。请留意，该主日的崇拜聚会将在
下午 2 时 30 分开始。会友可在下主日（9 月 6 日）向勇耀执事索取一份大
会议程和常年会友大会报告。
3. 常年会友大会疑问提交（9 月 11 日前）：有疑问并且会出席常年会友大会
的会友可在 9 月 11 日或之前发电邮致 session@bpcwa.org.au 提交有关常年
会友大会的疑问。这程序能让长执会有足够时间预备及检查任何所需的资
料，以便能全面及准确地回答你预先所提交的疑问，而不必在议程上有其
它事项。这帮助我们的大会能更有果效及焦点。
4. 洗礼，坚信礼及转会：将在 10 月 11 日的主日崇拜中举行。凡已完成所有
圣经基要课程且有意接受洗礼，坚信礼或转会加入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者
可以向黄勇耀执事索取所需表格。为了协助安排与长老理事会的面试，请
必须在 9 月 13 日（主日）前将填妥的表格连同个人见证呈交给黄勇耀执事。
5. 出门表格：如果你在任何事工参与事奉并且会出门，请在你出门前至少一
周到 http://bpcwa.org.au/away-chinese 填妥出门表格。
6. 直 播 申 请 ： 如 果 你 无 法 实 际 出 席 教 会 的 聚 会 并 且 需 要 直 播 ， 请 到
bpcwa.org.au/livestreamrequest-chinese 提交申请。这个表格将会取代之前
通过电邮申请直播链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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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请代祷并参与以下的九月份活动计划：
日期
12/9
13/9
20/9
27/9

（周六）
（主日）
（主日）
（主日）

时间

活动

上午 10 时 30 分
下午 3 时 30 分
上午 11 时 15 分
上午 9 时

中文关怀小组
丈夫及父亲团契
常年会友大会
布道

8. 感恩及祷告事项：
• 感谢神，在昨天的长执会会议中赐予祂的帮助、引导及合一的心。

• 感谢神，Onslow Gardens 养老院已重新开放让我们在上周重新开始每周
的聚会。

• 请代祷，愿我们在来临的选举中能有一个遵照神旨意的长执会。

• 请代祷，愿常年会友大会能帮助我们同心追求神在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
对我们的目的。

• 请代祷，愿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能常有爱神话语、饥渴慕义、在我们生
命中各方面愿意寻求忠心顺服祂之属神的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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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及本週的聚會
星期日

30/8 3:15 pm

聖經基要課程 (二樓副堂)

星期一

31/8 7:30 pm

禱告會

星期四

3/9 7:30 pm

團契聚會: 成人團契、學生團契

星期五

4/9 10:00 am

母亲團契: 創世紀

1:00 pm
星期日

6/9 1:30 pm
3:15 pm

會前禱告會 (圖書館)
主日崇拜聚會
聖經基要課程 (二樓副堂)

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
出席總人數 - 主日崇拜: 44; 禱告會: 16
十一與感恩奉獻 - 主日崇拜: $10,944.00
建堂基金 - 上週: $1,390.00; 目前: $489,142.09; 差距: $810,857.91
敬拜者可以繼續通過銀行匯款到所列出的戶口將十一與感恩奉獻歸還給主:
a) 十一與感恩奉獻
b) 建堂基金

BSB: 016-268, Account: 4784-38319
BSB: 016-268, Account: 5313-03414

威斯敏斯德信仰宣言－第 21 章：論基督教的敬拜和安息日
6. 無論是禱告，還是宗教敬拜的其他任何內容，在今天的福音時期，和舉行的地點方向無關，也不因為
在哪個地方，朝哪個方向舉行，就會更蒙悅納；我們應該在任何地方以靈和真理敬拜上帝，無論是每
天在各人家中，還是個人私下單獨，或在比較嚴肅的公共聚會中，都是這樣。尤其上帝既然以祂的聖
言或護理呼召我們參加公共聚會，我們就不可疏忽或故意不重視，甚至放棄。

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