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澳篤信聖經長老會
為了見證耶穌基督的榮耀
2020年11月29日

主日崇拜聚會
1 上主在祂的聖殿中

預備詩

第241首 全無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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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勇耀執事

*唱詩

第5首 亞伯拉罕的神

當肅靜，在主前當肅靜。

*禱告/主禱文、榮耀歸於聖父 2

阿們。

啟應讀經

詩篇9篇1-8節

唱詩

2 榮耀歸於聖父
榮耀都歸於

第389首 主耶穌我愛你

*三一頌 3/謝禱
讀經

約書亞記13章15-33節

三一全能真神!

唱詩

第123首 眞理聖靈在我心中

正如太初直到現今,

牧禱/證道

聖父、聖子、聖靈,

潘潮劍牧師

榮耀萬古而常新,

葉光瑋(翻譯)

永無窮盡!
阿們!

我們最強大的敵人

阿們!

3 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源,

*唱詩

第310首 誰順從主耶穌

世上萬民都當頌揚,

*祝禱/三疊阿們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

家事分享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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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通报及更新
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亲爱的会众们，上周在我们的英文及中文两个崇拜聚会之
后，我们立刻进行了一个教会通报会，为要向敬拜者提供一些有关在我们最近
的常年会友大会上所提出的疑问。就如我们学习到，对教会中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的周刊记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书写这个摘要。这周，我会
涵盖有关有进作为全职服事人员的最新情况。下周，我会涵盖通报会上另外有
关宣教基金的部分。
有进的职务。在长老理事会与有进会面评估他过去两年半在西澳笃信圣经长老
会作为教牧实习生的全职事奉，有进分享他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没有蒙召全职
事奉，不仅仅是教牧事工罢了。由于我们没有意料到，我们就劝他多花点时间
祷告考虑，因为这是个慎重的决定，所以不要急于做出决定。在下一个跟进会
议中，有进再次告诉长老理事会他已经祷告及考虑，他没有蒙召从事传道事工。
我们劝告他，一个人有可能蒙召全职事奉，但没有蒙召传道或从事教牧事工。
我们提议几项在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全职事工的不同情况，告诉他我们仍然需
要这样一位全职事奉人员。然而必须是在他真的蒙神呼召进入全职事奉的情况
下。虽然有进很清楚，无论是在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或另一个教会的全职事奉
岗位，他的答案都会是一样的，我们还是请他花多点时间再次重新考虑他的决
定。在第 3 次的会议中，有进仍然肯定，即使给他更多的时间，他的总结仍然
是他没有蒙召进入全职服事。因此，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在这件事情上顺服神
的主权，并且要为教会做正确的事。本篇牧者信函附上了有进在通报会上的发
言稿，供未在场的人参阅。请花些时间阅读。
往后情况。就如所通告的一样，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只应聘请那些符合神的资
格、并蒙神呼召在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全职事奉的人。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并考
虑到教会，有进按照神的训词性、引导性、协作性的旨意而勇敢地做出正确及
可敬的事（提前 3:1，提前 5:22，林前 7:20）。虽然他羡慕善工，在全职事工中
事奉我们的主，但他顺服神的旨意这不适合他，他应该遵行神对他生命的旨意。
我们在教会中常常这样教导，当我们看见有进的选择时，我们也应该从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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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预备搬离耶利米所，我们也安排往后事奉的领域时将会有一段过渡期，在
这期间他仍会在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工作。让我们尊重有进所做出的艰难但尊
荣神的决定，并帮助他及他的家人前进，在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中以平信徒的
身份参与事奉。
你的任务。我们对于所发生的事情非常透明，恳请大家不要藉此猜测及想象 从

未发生的事情，从而被魔鬼利用来制造混乱及问题。如果你对这事情有什么疑
问，请与我或有进交谈，并促进安宁及合一。虽然这一切对我们来说相当突然，
但我们会花些时间来安排细节。英文及中文的会众及崇拜聚会不会有任何改变，
然而我现在会在中文的崇拜中讲道。身为一个受过神学训练的平信徒，有进或
许会继续在被要求时在查经班或聚会中使用预先设定好的教材及我以前在英文
聚会中所涵盖过的内容进行教导。
神必须呼召，不是我们。我个人的心愿还是要有一位中文全职事奉人员协助西
澳笃信圣经长老会所需的工作。但我个人的愿望是无关紧要的。这不是我的教
会，而是神的教会，祂按照祂自己的时间及选择行事。我不能选择什么时候或
想要谁进入祂的全职事工。祂必须呼召，而且当祂呼召时，祂会装备及帮助他
们。全职事奉最终是一个呼召。神特派人来从事那份工作（罗 1:1）-不是因为
他们比较优秀，而仅仅是因为祂是做选择的那一位。全职事奉并不容易。它要
求一个人承受凌辱，在疲累中更多劳苦，并为教会的事挂心（林后 11:21-28）。
唯有蒙召的人才会从神得到恩典（罗 1:5）来从事祂的工作。当一个人完全相信
这是神在他的生命中为他所选择的，那他就有充分的把握，满心相信神所应许
的必能做成（罗 4:21）。相反的，一个没有蒙召的人在事工的压力下不会从神
领受到所需的恩典，从而导致教会及他个人生活中的问题。方枘圆凿会产生不
该有的压强，因为它不是为该形状而制作的。上个主日有关什么是或不是全职
呼召的讲道时机对我来说是个安慰，知道神安排一切事情的时间。正如我所分
享的，上周所讲的约书亚记那部分的内容是未曾计划的。
我们相信永生的神，正如我们一直教导及知道的一样，我们必须在祂所命定的
事上顺服基督，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的头，就如有进也这样做。万事互相效力，
叫人得益处（罗 8:28），即使我们现在看不见或不明白，但我们必须凭着信心，
喜乐地接受这一切，作为神对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善良的旨意。让西澳笃信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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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长老会在为我们万王之王的事奉上不动摇。因为我们从我们的经历中证明，
祂一直并会永远看顾祂的教会。当我们在等候祂的快来时，让我们保持忠心。
腓 1:27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
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为主服事，
潘潮剑牧师

有进的见证
经过祷告及考虑之后，我意识到自己没有蒙召全职服事，因此我决定从西澳笃
信圣经长老会辞去全职服事人员的职务。
在我进入远东神学院之前，我深信自己蒙召进入全职服事。我从远东神学院毕
业以后，我祷告考虑并相信主带领我及我的家庭回来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参与
全职服事。在这两年中，我尽最大的努力，祷告提升我讲道的能力，因为我知
道这是最重要的。我买了必要的工具，并努力应用我在远东神学院学过的一切。
尽管如此，我意识到自己还是没有办法精准地解释和应用所传讲的经文。我对
自己缺乏讲道恩赐的评估，也从教会领袖对我在过去两年的讲道评估而得到进
一步的确认。因此，我心中清楚神没有呼召我全职事奉。我顺服神的旨意，不
持续下去对羊群也是最好的。
我要感谢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给我机会，让我在过去两年内在你们当中全职服
事。我也要感谢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的长执会为我们一家提供住宿、交通等。
所提供的一切都超乎我们的需要，我们非常感激你们对我们的慷慨。
我将会继续以平信徒的身份与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大家庭一起参与服事，并乐
意在长执会认为合适的职务上参与服事。请继续为我们一家祷告，我们将继续
以平信徒的身份在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中事奉我们的主。
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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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与感恩赞美
1. 新冠病毒法定联系登记册（从周六，12 月 5 日起）：根据政府的规定，西
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在我们所有的崇拜及聚会中必须有一份联系登记册。当
来到教会时，所有年龄 16 岁以上的敬拜者必须用他们的手机在贴有西澳笃
信圣经长老会独特的二维码招贴上扫描登记，或在入门处的纸质表格上亲
自登记。为了减少拥挤，有意使用二维码扫描登记的敬拜者，请在来教会
前到 https://safewa.health.wa.gov.au 下载 SafeWA App。

2. 圣诞英文福音聚会邀请（周五，12 月 18 日，晚上 7 时 30 分）：我们强力
鼓励所有敬拜者使用入门处的传单来邀请非信徒出席这个英文布道聚会及
聆听福音。

3. 圣诞节崇拜聚会（周五，12 月 25 日，下午 1 时 30 分）：请邀请你信主但
不经常出席教会或正在寻找教会的家人及朋友来参加圣诞节崇拜聚会。由
于需要保持身体距离，我们今年将不会提供午餐。

4. 请代祷并参与以下的十二月份活动计划：
日期

时间

活动

12/12 （周六）
13/12 （主日）
18/12 （周五）
25/12 （周五）
27/12 （主日）
31/12 （周四）

上午 10 时 30 分
上午 9 时
晚上 7 时 30 分
下午 1 时 30 分
下午 3 时 30 分
晚上 7 时 30 分

乐龄团契
个人跟进及布道
圣诞英文福音聚会
圣诞节崇拜聚会
Adelphos 及 Adelphe 查经班
年终感恩崇拜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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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感恩及祷告事项：
• 感谢神持续引导、带领及供应给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

• 感谢神为着祂自己的荣耀施恩应允祂儿女在每个祷告会上所做的祷告。

• 请代祷，求神赐智慧按照身体距离限制来策划年终的聚会，求神也赐智
慧来安排 2021 年的活动。
• 请代祷，求神按着祂的旨意为祂国度的工作兴起工人及提供资源。

• 请代祷，愿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能常常同有一个心思意念，为福音的缘
故齐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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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及本週的聚會
星期日

29/11 3:15 pm

聖經基要課程 (二樓副堂)

星期一

30/11 7:30 pm

禱告會

星期四

3/12 7:30 pm

團契聚會: 成人團契、學生團契

星期五

4/12 10:00 am

母親團契: 創世紀

1:00 pm
星期日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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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禱告會: 15
十一與感恩奉獻 - 主日崇拜: $12,714.00
建堂基金 - 上週: $2,203.00; 目前: $545,929.06; 差距: $754,07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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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章：論政府官員
4. 人民有責任為政府官員禱告，尊敬他們的人格，給他們納稅或繳交其他當納的費用，服從他們合法的
命令，並為良心的緣故服從他們的權柄。不信上帝或信仰不同宗教的長官，並不因此使他正當而合法
的權柄失效，也不能使人民不順從他；教會人員亦當順從；教皇無權統治他們，或管轄他們的百姓。
更不能判定他們為異端者，或任何其他藉口來剝奪他們的領土或生命。

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