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澳篤信聖經長老會
為了見證耶穌基督的榮耀
2020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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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首 主耶和華求祢領我

黃勇耀執事
第57首 平安又經過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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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章

唱詩

第226首 祂藏我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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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節

唱詩

第137首 奇妙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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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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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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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首 無量仁慈無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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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師: 潘潮劍牧師
助理牧師: 鄭馨福牧師
執事: 鄭至信
執事: 梁嘉偉
執事: 黃勇耀

手機: 0406 241 032
手機: 0447 174 206
手機: 0402 036 430
手機: 0401 155 386
手機: 0423 862 392

電子郵件: josephpoonemail@gmail.com
電子郵件: paulcheng@bethelbpc.com.au
電子郵件: ajcheng@iinet.net.au
電子郵件: euge.leong@gmail.com
電子郵件: yiing_yw@yahoo.com

27 Ullapool Road, Mt Pleasant, WA 6153
電話: (08) 9364 9898 網址: www.bpcwa.org.au 電子郵件: bpcwa@bpcwa.org.au

牧者信函
提醒大家从“我们的耶路撒冷”起首
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亲爱的会众们，感谢神看顾我们又度过了一年，并且也看
顾我们上周的常年会友大会。我们事奉的是一位掌主权的主，我们也感谢神的
手总是保守着祂的教会。为了全体敬拜者的益处，我想要回顾我在我们常年会
友大会开始时所给的勉励，并且补充一些提醒。徒 1:8-11“但圣灵降临在你们
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
极，作我的见證。9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
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10 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
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11 加利利人哪，你们为甚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
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在基督复活之后，祂给祂的门徒一个使命去完成。在祂
的吩咐中，他们应该从耶路撒冷、犹大地、及撒玛利亚开始。当然，这是因为
他们首先要向神的选民传福音。但神的意愿也是要他们向外扩展，不忘记那些
离家较近的，当然也不忘记那些在远方的人。我们当注意这些地方的次序，因
为我们也可以非常关注地极，而忽略了那些较靠近我们的。我们应该关注澳洲
以外的宣教事工。我们组织了短宣到缅甸。正如在我们常年会友大会报告中所
呈报的，我们参与了伯特利堂的一部分宣教工作，并且我们将会继续这么做。
在我们 2019 年的常年会友大会报告中，我们通知大家我们将会拨出一笔款项来
支持笃信圣经长老会伯特利堂在缅甸所建立的圣经学院。我们要把福音传到乡
村里，若有机会也传到更遥远的地方。但我们必须记得，在这间神所栽植的地
方教会中，甚至从我们的名字看来，我们乃是一间位于 西澳的教会。因此，我
们必须高度投入，尤其是在西澳这里作见证。当远东神学院培训人去事奉时，
这是为了让他们能到神所指定的地方去事奉。他们将会到那里事奉，在神所放
置他们的地方参与服事，扩展神的国度。我们则是被放置要留在珀斯。如果我
们没有蒙召奉献我们的生命到其他地方去宣教，那我们在扩展神国度的任务上
就是在我们所安定的地方（西澳这里）作“传福音的”。这不是我们留给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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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去完成的事情。你若是我主的门徒，这也是你当履行的。我们应该如何
开始呢？我们自然是从我们的家中开始，藉着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家人及朋友。
然而，让我们不要停留在那里。我们必须关注本地的人群。我们或许会佩服宣
教士到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遥远地方的外邦部落中引人归主的工作。但神还是
拯救了他们。同样的，在我们人看来，我们或许认为要“说服”在“我们的耶
路撒冷”的人是不可能的。但在神看来，如果祂已经拣选了，那就能成就。让
我们不要轻易下结论，认为神把我们放置在 这个地方，这里的人是我们无法接
触到的。这正是我们的教义必须在我们的信心上成为现实的地方。这是祂的拣
选。凡祂所拣选的，祂会藉着不可抗拒的恩典改变他们的心。如果祂选择使用
我们作代言人，带领祂的选民进入祂的羊圈，这不过是我们的责任及我们的特
权。神把我们放置在珀斯的选民当中，我们必须向他们传福音。
我们为主做的工作。当基督向门徒传授命令及升天以后，门徒站着望天，或许
是希望祂会回来。神差派两位天使问他们，“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之后，
他们便回到耶路撒冷。是时候“回去”开始他们的工作了。他们要回去他们的
耶路撒冷，神在那里会用圣灵的能力充满他们去传福音！天使提醒他们，不要
因着不活跃而分心。我们今天也需要记得这个命令。我们盼望主的再来，为着
日常生活中的罪恶及苦难而叹息。我们渴望基督与我们同在并盼望祂的再来，
这是件好事。但只要我们的主尚未来到，我们必须记得这是因为祂有一个目的
–你们去作生意，直等我回来（路 19:13），尤其是在我们的“耶路撒冷”。这
固然涉及到我们平常的事奉。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在祂的计划中，凡祂所预先
知道得永生的人必须有福音传给他们，并且进入祂的国度。教会是祂的新妇，
我们必须爱祂。我们爱主固然是件好事，但我们的爱必须显出来。我们若真地
爱我们的主，我们会想要我们周旁的人也认识祂、爱祂、事奉及敬拜祂。哪一
个准新娘不渴望她的家庭、朋友及相熟的人也羡慕她的准丈夫呢？所以，当我
们正在等候祂的再来时，我们必须做工、事奉及传福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
经常会遇到一些人。让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人，并全心全意地接触他们，在珀
斯这里作见证。我不怀疑这会是艰难的，甚至可能会令人丧志。我们可能尝试，
但却没有成果。然而，成果是从主而来的。神的方式是，我们必须劳力。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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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撒种，才能收割，或甚至由别人收割。我们感谢神，有些人自己走进教会
的门，但我们不能只是期望以此为常态。即便是这些人，这或许是之前的一份
单张，我们媒体事工的功劳把他们引到我们的教会…一些人之前在我们不知道
的情况下在各处下工夫。我们在收割前必须尽责地去撒种。传 11:4 看风的，必
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
我们为什么必须把人带进教会。教会的使命是扩展神的国度。我们不可把这工
作仅仅看为是一个“计划”，因为我们正在进行教会扩建。教会扩建是预备我
们更广地做这工作。我这么说也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填满座位”，或是因为我
们想要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成为一间大教会。我们布道的正确焦点，以及我们
必须有的目标和愿望，是要我们周围的人能认识、敬拜及事奉我们复活的救主。
这也是为什么要栽植一间教会–作为地方见证。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而
是为了那些祂定意要得救并加入一间信仰纯正的教会之人。我们要提供青草地，
好让祂的羊群能安全地得到喂养。祂的儿女可能有一些在不持守神话语之真理
的教会中。或其他人或许已经灵性倒退，甚至完全停止去教会。让我们邀请他
们来与我们一起成长，学习祂的真理，并按照祂在祂话语中的启示来认识祂。
让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帮助祂的选民成圣，预备好在祂召他们的时候迎见他们
的新郎。在哪里有教导基督？在教会里。在哪里有敬拜神？在教会里。我们在
哪里事奉祂？在教会里。我们是在教会中敬拜、学习及事奉。这也是为什么基
督赐给我们教会。最终，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布道中有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观点。
在神拯救堕落人类的救恩计划中，最终是要让祂能得荣耀。那这也必须是我们
对我们的布道及每项事工所持的观点 – 好叫祂所拯救的人能认识并尊祂为大。
有了这观点，我们就不是在为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而做，而是为我们所爱、事
奉及敬拜的主而做。

为主服事，
潘潮剑牧师

3

家事分享与感恩赞美
1. 十月份布道（今主日开始）：你们有哪些朋友、家庭、及同事是你们一直
想要接触、邀请前来或回来教会的吗？由于目前的限制而没有街头布道，
我们鼓励敬拜者自己或藉着教会朋友或家庭的帮助积极地传福音。由于学
校及大学假期这周开始，这是重访那些曾被忽略的机会的时候。
2. 家庭讲座（本周六，10 月 3 日，上午 9 时至中午 12 时）：牧师将会主持
一个有关“预备养育青少年”的家庭讲座。欢迎来与我们一起学习有关神
给父母为祂养育儿女的重任。年龄从 3 至 6 岁的孩子将会有一个同时进行
的各别活动。由于座位的限制，请向张子健（terry.chong@gmail.com）告
知你的出席。
3. Adelphos 及 Adelphe 查经班（主日，10 月 4 日，下午 3 时 30 分）：牧师
将会继续引用之前所教导的圣经原则来帮助基督徒男女在有关妇女在社会、
教会、家里的角色上做出敬虔的抉择。鼓励所有敬拜者出席。

4. 请代祷并参与以下的十月份活动计划：
日期

时间

活动

3/10 （周六）
4/10 （主日）
17/10 （周六）
24/10 （周六）
25/10（主日）

上午 9 时
下午 3 时 30 分
上午 10 时 30 分
上午 9 时
-

家庭讲座
Adelphos 及 Adelphe 查经班
乐龄团契
教会整洁
宗教改革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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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感恩及祷告事项：
• 感谢神赐喜乐及确据，因知道我们所敬拜及事奉的是永生神。

• 感谢神，Concorde 养老院允许我们恢复在那里的下午聚会，也有机会让
中文的弟兄姐妹在早上去探访。

• 请代祷，愿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的敬拜者愿意在珀斯热诚地为我主作见
证，带领祂的选民前来。

• 请代祷，愿圣灵帮助每位敬拜者在我们的工作、学校、家里及教会的生
活中更像基督。

• 请代祷，愿神的话语在家庭讲座中能帮助父母为祂的教会养育敬虔的后
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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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及本週的聚會
星期日

27/9 3:15 pm

聖經基要課程 (二樓副堂)

星期一

28/9 7:30 pm

禱告會

星期四

1/10 7:30 pm

團契聚會: 成人團契、學生團契

星期六

3/10 9:00 am

家庭講座

星期日

4/10

1:00 pm

會前禱告會 (圖書館)

1:30 pm

主日崇拜聚會

3:15 pm

聖經基要課程 (二樓副堂)

3:30 pm

Adelphos 及 Adelphe 查經班

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
出席總人數 - 主日崇拜: 34; 禱告會: 15
十一與感恩奉獻 - 主日崇拜: $9,269.00
建堂基金 - 上週: $682.00; 目前: $496,117.77; 差距: $803,8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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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B: 016-268, Account: 4784-38319

b) 建堂基金

BSB: 016-268, Account: 5313-03414

威斯敏斯德信仰宣言－第 22 章：論合法的起誓和許願
2. 人只當用上帝的名來起誓，並當存完全聖潔與敬畏的心來使用。因此，人若用那榮耀可敬畏的名虛偽
地或輕率地起誓，或用別的名起誓，都是有罪的、可憎惡的。然而，在舊新約聖經中，有關重大事件
的起誓是為上帝的話語所認可的；有關此類事件若有合法權威的命令，需要起誓，就當遵行。

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