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澳篤信聖經長老會
為了見證耶穌基督的榮耀
2020年12月6日

主日崇拜聚會
1 上主在祂的聖殿中

預備詩

第408首 將心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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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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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勇耀執事
第18首 歡欣感謝

*禱告/主禱文、榮耀歸於聖父 2
啟應讀經

詩篇9篇9-20節

聖餐

潘潮劍牧師

唱詩

第185首 聆聽溫柔之聲

榮耀都歸於

*三一頌 3/謝禱

聖父、聖子、聖靈,

讀經

約書亞記14章1-5節

唱詩

第138首 主言美妙

三一全能真神!
正如太初直到現今,
榮耀萬古而常新,

牧禱/證道

潘潮劍牧師
錢有進(翻譯)

永無窮盡!
阿們!

阿們!

你生命中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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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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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詩
*祝禱/三疊阿們
家事分享
*願主賜福看顧你 4

第285首 耶穌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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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对我们在 11 月 22 日崇拜聚会后
所通报的另外一件事情作个摘要。这是与过去刊登在我们教会周刊上的宣教基
金相关的疑问。
教会宣教基金的疑问。有人询问，据说教会曾经立下誓言要把我们经常费的 10%
永久性地留作支持宣教之用。这笔预留的款项曾在我们的周刊上刊登过一段时
间，后来被停止了。在当中也引用了约书亚记第 9 章，询问我们是否违背了我
们应该遵守的誓言。
调查结果。为了查清这事情的背景并决定该怎么做，我们搜查了周刊、长执会
会议记录、及过去的常年会友大会报告。我们必须彻底并非常肯定，因为我们
的结论将会影响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往后会做或不会做什么。根据我们的调查，
这些是所得出的结论：1）教会没有宣誓将我们的经常费固定不动地预留 10%作
为宣教基金。原因是有两份周刊记录了 1999 年 7 月 18 日杜牧师在西澳笃信圣
经长老会的证道，他在证道中亲笔写下“我建议 我们把所有捐献给教会的奉献
中之十分之一分配给宣教工作”（为强调而加了斜体）。这篇标题为“全球宣
教的命令” 的证道在两份周刊上都有刊登。这两份周刊都是由杜祥辉牧师亲笔
撰写的，其中附上他在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的证道内容。通过神的护理之工，
我们找到一份 1999 年 7 月 18 日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周刊的原件，其中有他当
天的证道插页。此外，我们也找到一份 1999 年 7 月 25 日笃信圣经长老会生命
堂周刊的扫描复制，其中反映出他在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证道之后的事后报道。
因此，从这些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证道前或证道后，他的心意是建议西澳
笃信圣经长老会，而不是带领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宣誓。身为一位精准的神学
家，杜牧师的建议也是根据奉献的 10%，而不是我们经常费（其中包括十一奉
献及感恩奉献）中的 10%。2）长老理事会都不在场以意见一致表决。在约书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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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第 9 章，以色列百姓的领袖乃是奉主的名并代表着以色列向基便人立誓。根
据本教会作为长老会的治会原则及章程，教会的决定必须由教会的长老理事会
做出，这些决定必须以意见一致为准。从我们在 1999 年 4 月 4 日的周刊上，西
澳笃信圣经长老会的长老理事会是杜祥和医生（顾问牧师）及彭国雄牧师（本
堂牧师）。根据 1999 年 7 月 18 日证道当天的周刊可以看出，彭国雄牧师还在
塞班岛。搜索了 1999 年 7 月份的周刊，虽然其中多次提到不同的传道人及长老
来返珀斯，但却没有提到杜祥和医生于 1999 年 7 月份身在珀斯。杜祥辉牧师是
一位经验丰富的长老会教会创办者，他不会在教会的牧师不在场之情况下带领
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立下具结的誓言。3）预留 10%的惯例如何停止？从 2015
年 3 月 21 日的长执会会议记录中，黄林强长老做出决定，把一直以来定期刊登
的“宣教基金：（经常费的 10%用于宣教）” 从周刊中取掉。由于“教会所累
积的宣教基金已经绰绰有余”，所以这项决定立即生效。黄林强长老也是 1999
年的执事，并且从 1999 年 7 月份的周刊上看，他很可能在珀斯并且当杜牧师证
道时在场，他在 2015 年 3 月 21 日的长执会会议中也是西澳笃信圣经长老理事
会及长执会的主席。
今后需要做些什么？既然我们的周刊上一直刊登至 2015 年 3 月 21 日，西澳笃
信圣经长老会应该按照我们周刊上所刊登的内容，预留经常费的 10%，直到停
止刊登为止，然后使用这笔所累积的款项指定用于宣教。在计算出该期间所预
留给宣教的奉献后，我们也从该预留的款项中扣除用于宣教的数额。往后，剩
余的数额将保存在一个单独的账户中以便用于支持宣教工作。
关于管家及支持宣教的关键原则。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必须保持一个基于圣经
的奉献原则，即 a）帮助需要支持且信仰纯正的宣教工作。b）通过适当的审核
来负责任地履行管家职责，而不是仅仅为了奉献而奉献。c）不需要刊登“10%
的资金”来声明奉献给宣教。d）如果有需要，必须随时愿意奉献超过 10%用于
宣教。e）明白十一奉献（用于当地教会的维持）及感恩奉献（10%十一奉献以
外的甘心奉献）的区别。经常费包括这两样数额。f）不该囤积钱财，但也不该
为了用掉累积的资金而胡乱花费。其中也强调支持宣教不仅是包括支持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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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国家的基督教工作。它包括例如，支持其他意念相同、属基要派、分别为
圣的教会，帮助有需要的教会，支持某项事工，给教牧人员的爱心奉献，支持
有需要的远东神学院学生，或者甚至是到我们目前建筑物和地点以外扩展西澳
笃信圣经长老会，向西澳更多的人传福音。
最后，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应该关注奉献给神的工作。然而，教会对宣教的奉
献之严谨程度不能比我们对个人的奉献更宽松。我们的奉献不能鼓励那些不负
责任、懒惰或行为违背真理的人（帖后 3:10, 11）。为了让神的工作能超越我
们的围墙、超越我们的海岸、超越我们这一代，就让我们寻求奉献给那些在祂
所安排的地方忠于神的工作，持守祂的真理，并蒙召进入葡萄园之人。
徒 20:35 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
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为主服事，
潘潮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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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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根据政府的规定，所有年龄 16 岁以
上的敬拜者来教会参加聚会时必须使用他们的手机在贴有西澳笃信圣经长
老会独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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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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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龄团契（本周六，12 月 12 日，上午 10 时 30 分）：牧师将会继续从提
多书传讲“给年长者的纯正教义”。欢迎大家来学习神的话语。
3. 个人跟进及布道（主日，12 月 13 日）：在最近几个月，你是否有分享福
音或邀请人来教会吗？在下主日的早上，请大家主动联系你在珀斯的朋友、
同事或家人来履行大使命，以此代替街头布道。请利用图书馆里的福音单
张及入门处的圣诞聚会邀请来邀请非信徒来参加圣诞福音聚会，及邀请信
徒参加圣诞节崇拜聚会。
4. 圣诞节崇拜聚会（周五，12 月 25 日，下午 1 时 30 分）：请邀请你的家人
及朋友来参加圣诞节崇拜聚会。今年将不会有午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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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感恩及祷告事项：
• 感谢神赐力量、智慧，并在生活中的每个境遇中藉着祂的话语给予指引。

• 感谢神继续保守西澳免遭新冠病毒之害，而且我们能够继续一起来敬拜
祂。

• 请代祷，愿大家愿意履行大使命，并亲自邀请非信徒来参加福音聚会，
及邀请信徒参加圣诞节崇拜聚会。

• 请代祷，愿 2021 年年历的活动确认，年历的格式化及打印能顺利进行。
• 请代祷，求神按照祂的旨意为祂在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的国度工作兴起
工人及提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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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及本週的聚會
星期日

6/12 3:15 pm

聖經基要課程 (二樓副堂)

星期一

7/12 7:30 pm

禱告會

星期二

8/12 10:00 am

中文查經班

星期四

10/12 7:30 pm

團契聚會: 成人團契、學生團契

星期六

12/12 10:30 am

樂齡團契

9:00 am

個人跟進及布道

12:00 pm 少年問題解答
星期日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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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
出席總人數 - 主日崇拜: 42; 禱告會: 13
十一與感恩奉獻 - 主日崇拜: $9,221.00
建堂基金 - 上週: $1,835.00; 目前: $547,764.06; 差距: $752,2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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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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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章：論結婚與離婚
1. 結婚是一男一女之間的事；若男人同時有一個以上的妻子，女人同時有一個以上的丈夫都不合法。

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