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澳篤信聖經長老會
為了見證耶穌基督的榮耀
2021年3月28日

主日崇拜聚會
1 上主在祂的聖殿中

預備詩

第127首 求主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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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首 快樂快樂我們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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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篇1-6節

唱詩

2 榮耀歸於聖父
榮耀都歸於

第245首 我願更加體認耶穌

*三一頌 3/謝禱
讀經

約書亞記22章1-9節

三一全能真神!

唱詩

第399首 要全心，要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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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有進(翻譯)

永無窮盡!
阿們!

持續遵守神的命令

阿們!

3 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源,

*唱詩

第27首 萬代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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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主題: 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長進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願榮耀歸給
他，從今直到永遠。阿們!”(彼得後書3章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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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html 電子郵件: bpcwa@bpcwa.org.au

牧者信函
从“和散那”喊到“钉祂十字架”
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亲爱的会众们，我们对 2000 年前在耶稣受难日所发生的事情
有点熟悉。但是，在耶稣受难日的前几天又有发生了什么事呢？今天，我们来看
看之前的星期日，这一天通常被称为“棕树节” - 是受难周开始的第一天。
弥赛亚预言的实现。成人和主日学的孩子们可能对当天的事件会很熟悉。记载当
天所发生的事可以在所有四卷福音书中找到，在马可福音 11:1-10，马太福音 21:19，路加福音 19:29-40，约翰福音 12:12-19。祂吩咐祂的门徒为祂牵来一匹驴驹，
而驴驹的主人却愿意将驴驹放给他们，只因为耶稣告诉他们对驴驹的主人说：
“主要用它”。只有神才能这样感动人心。但这不仅是个随机的事件。这是我们
的主耶稣实现了撒迦利亚书 9:9，“锡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哪，
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
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有一大批人走在祂面前，把衣服铺在路上，从棕
树上砍下树枝，并把树枝铺在路上。马可福音 11:9“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
‘和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给主的赞美和接待是如此压倒性的
竟使法利赛人惊呼到,“世人都随从他去了！”( 约翰福音 12:19)。
但并非所有人都接受了弥赛亚。耶稣骑驴驹这一举动显然是祂在自称是期待已久
的弥赛亚，这撒迦利亚在大约 450 至 500 年前就如此写了。尽管主耶稣已经给了
他们许多证明，法利赛人仍然愤怒地对主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
吧！”(路加福音 19:39)。我希望今天没有读者有这种态度。您是否仍然怀疑耶稣
是神和救世主以及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在祂之外，没有人能到天上的父神那里
去。令人遗憾的是，对地位，权力和声望的渴望使这些本应接受圣经教育的人蒙
蔽了双眼。是什么使您无法要求耶稣成为您的主和救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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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接受了祂，但是出于错误的原因。在场的许多人脱掉外衣，砍下棕树的树
枝（约翰福音 12:13），将它们铺在主耶稣行的路上。这表示着他们“尊敬”祂为
王，凯旋而入。他们大声喊，“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
的！高高在上和散那！”(马太福音 21:9)。但是不到一周之后，他们怎么又会反
复尖叫：“钉祂十字架！”(马可福音 15:13, 14)。早些时候，当他们看到耶稣骑
在驴上时，他们的接待和庆祝活动又哪去了？哪，这群人正在寻找一个俗世的国
王，以从政治上解放他们，并从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拯救他们的国家。他们想在那
时被实际的拯救出来。耶稣确实会在祂再临后的千禧年在世统治。但是祂第一次
来是要在属灵上拯救人类。人最迫切的需求不是政治和社会的救助。他们称赞和
喊“和散那”，其实的意思是“立即拯救”我们。这些人在此时此刻只对身体的
救济感兴趣。因此，他们不仅在一周后对主耶稣不感兴趣，而且非常生气，以至
于他们希望祂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祂不是他们心中想要祂成为的那位救主。
爱我们并恒忍的弥赛亚。不经意的读者可能会对这事件的重要性感到好奇。为什
么要为我们记载这事件呢？凯旋入场标志着基督公开宣誓为应许的弥赛亚和以色
列国的王。为此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祂过着无罪的生活，好成为我们的
弥赛亚。现在，祂将被献给祂为之死的人民，成为我们的罪孽的最终最高的牺牲。
在人类历史上，永远也不会再有这样的至高无上的牺牲 - 创造者代替了被造者。
将您自己带回现场吧。祂谦卑地坐在驴上，而不是坐在战车上。想到我们对祂的
极端卑鄙的态度，主耶稣仍然无可厚非地为人而死真是无可描述。这是何等超越
程度的爱！
即将来临的王。每个棕树节，我们都应该记住，这是我们救主受难周的开始。祂
被人虐待，羞辱，殴打和可耻地被钉在十字架上。祂是一个温柔的羔羊，祂允许
自己被牵到宰杀之地，以便祂可以代替我们罪人而死，以便祂可为我们的罪孽全
额赔偿。但是祂的再临将会有所不同。每个眼睛都会看到祂真正的身份…宇宙之
王。 我们将会有另一个挥舞棕树枝的机会，“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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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
衣，手拿棕树枝”（启示录 7:9）。每次我们到了棕树节，我们应该都期待那一天
直到天王归来! 您真的得救了吗？您会成为这个喜乐人群的一部分吗？还是因为
你只对“现在”感兴趣而这将把你永远送往火湖去？亲爱的信徒，让我们现在以
一个非常荣耀的观点来仰望我们的神和王。在这个受难周里，当您冥想祂时，在
世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得上祂的荣美，祂的爱和祂的荣耀。

为主服事，
潘潮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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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与感恩赞美
1. 教会查经系列（周四，4 月 1 日，晚上 7 时 30 分）：在这四部系列的第
三堂中，我们将从 2008 年到 2010 年的教会历史中吸取教训，以便西澳笃
信圣经长老会的后代在实践中健全地站在神的话语上。
2. 受难节崇拜聚会（本周五，4 月 2 日，晚上 7 时 30 分）： 欢迎大家在本
周五前来记念我主代替我们受难并被钉死于十字架。崇拜聚会中将有圣餐。
请使用置于入门处的邀请传单去邀请亲友们在受难节和复活节期间来聆听
福音。
3. 复活节晨曦崇拜聚会（主日，4 月 4 日，早上 7 时 30 分）：欢迎大家与
我们一同庆祝基督的复活及对死亡的胜利。晨曦聚会将在下主日于
Melville Limestone Amphitheatre, 10 Almondbury Road, Booragoon 举行。无
论你是家庭/群组，还是独自前来，请在排位上与旁边的群组留一个空位。
今年不提供早餐。
4. 请代祷并参与以下的四月份活动计划：
日期

时间

活动

1/4 及 8/4（周四）
2/4 （周五）
4/4 （主日）
4/4 （主日）
4/4 （主日）
17/4 （周六）
18/4 （主日）
26/4 （周一）

晚上 7 时 30 分
晚上 7 时 30 分
早上 7 时 30 分
下午 1 时 30 分
傍晚 6 时
上午 10 时 30 分
下午 3 时 30 分
上午 10 时

教会查经系列（第三及四堂）
受难节崇拜聚会
复活节晨曦崇拜聚会
复活节崇拜聚会
教会周年晚宴
乐龄团契
丈夫及父亲团契
儿童主日学家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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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感恩及祷告事项：
• 感谢神，在 4b 阶段, 让我们能像以前一样，回到大堂敬拜。
• 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在个人布道中可以联系及与朋友交谈。
• 祷告在我们的各种聚会中纪念耶稣受难日和复活节，会激起我们的心，
增加我们对主的爱，并竭尽全力为祂服事。
• 祷告每一位敬拜者都能在我们庆祝又一个服事周年的时候，同心合一的
为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努力，促进福音和祂国度的工作。
• 祷告敬拜者能够善用即将到来的复活节崇拜聚会，邀请未信的人来认识
我们的救主及信徒来和我们一起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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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及本週的聚會
星期日

28/3 3:15 pm

聖經基要課程 (二樓副堂)

星期一

29/3 7:30 pm

禱告會

星期四

1/4 7:30 pm

教會查經系列

星期五

2/4 7:30 pm

受難節崇拜聚會

星期日

7:30 am

復活節晨曦崇拜聚會

1:00 pm

會前禱告會 (圖書館)

4/4 1:30 pm

復活節崇拜聚會

3:15 pm

聖經基要課程 (二樓副堂)

6:00 pm

教會周年晚宴

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
出席總人數 - 主日崇拜: 43; 禱告會: 15
十一與感恩奉獻 - 主日崇拜: $11,319.50
建堂基金 - 上週: $1,056.00; 目前: $595,287.96; 差距: $704,7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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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十一與感恩奉獻

BSB: 016-268, Account: 4784-38319

2. 建堂基金

BSB: 016-268, Account: 5313-0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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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每一聖禮中，在「記號」與「記號代表的實體」之間都有一種屬靈的關係，或說聖禮上的聯合；
因此一個聖禮的名稱與功效可歸給另一個聖禮。

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