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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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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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主題: 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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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今直到永遠。阿們!”(彼得後書3章1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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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信函
我们 35 周年的劝勉
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亲爱的会众们，上周日，我们一起以晚宴来庆祝了教堂成立
35 周年。我想借此机会进一步回顾我当晚从提摩太前书 3:15 所给的劝勉和扩充一
些要点。这样就可以提醒在场的会众，并且也让整个教会知道西澳笃信圣经长老
会作为个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让我们被激昂坚持不懈地成为这样的一
个教会，以及我们如何确定神会继续保护这个教会，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确保
神会继续保护。
提摩太前书 3:15 声明道“ 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什么是神的教会? 神为了我们给祂的教会起了个定义。祂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
和根基。” 这里的柱石不仅意味着支撑，高举和支持着的意思，还意味着“加
硬”。而根基是指柱石下方的基础，以使其立足。但是请注意，神并不是说“教
会就是真理”，而是说教会仅是“这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新约希腊语就强调了
这一点，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不是教会来决定什么是它所认为是真
理的才算是真理。而那被认为是“真理”的，即特别是神的话语，因为约翰肯定
了“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 17:17）。因此，神给我们祂的教会的定义是一
个单单只提升和加强祂的话语的教会。这至少意味着以下三点：（1）高举神的话
语。为了成为捍卫神之道的柱石，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必须始终将神的话语作为
其中心重点和关注点。这意味着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必须专注于教导神的话语，
而不是放映“基督教”的电影或表演歌曲。我们也不是一个社区中心来组织健康
讲座，烹饪课程和游戏，以提高与会者的身体健康。那不是神给教会的定义来花
费时间和资源的活动。实际上，保罗在下一章指示提摩太说：“ 操练身体益处还
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提摩太前书 4:8）。
柱石所吸引的是人心和心意，不是物质而是属灵上的益处，也只有彻底地教导神
的话语才能得来的。（2）不妥协。作为柱石，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将“加硬”，
即加强和支持神的真理，而不是在目前作为祂的柱石的压力下妥协或屈服。我们
要支持和促进的是神的道，更不是世界的思想或知名的基督教老师 - 特别当他们
与圣经的真理相矛盾时，无论他们在生活的任何方面多么的普遍和受欢迎。（3）
不动移。 我们将保持不妥协到多久呢？我们必须坚持不懈。作为祂真理的根基，
随着时间的流逝，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必须始终是神的教导和祂的道不动摇不动
移的基石。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是不能改变立场的 - 即使这个时代的世界拥有关
于单身人士不断变化的原则想法；或被接受，提倡和坚持的家庭和教会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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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责任内容；或崇拜方式和什么崇拜音乐；或哪些团契的重点关注；或怎么样与
神同行才算是圣洁。
鼓励成为这样的教会。如果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被批评为“严格”，“倔强”，
“死板”，而我们又不够“新进派”，也不“与时俱进”，那么这种谴责实际上
就是一种恭维，如果我们只是恪守并坚守事实，坚持神的话语对那些事情的看法。
这是我们作为神的教会所承担的责任，这是神的要求。哪，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或活出来难，特别是要坚持不懈。为了不辜负神对神的教会所起的定义，我们要
知道总会有其他基督徒发表他们对教会的看法并针对我们说贬低的话。您可能还
会听到亲戚，家人甚至我们教会内发出的蔑视的话。您甚至可能会感到沮丧和尴
尬地属于这样一个“坏名声”的教堂。但是只要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坚持在神的
道中行，我们就应该感到鼓励和感恩。为什么？ 因为在这节经文中，神称这样的
教会为“神的家”！这是何等的确据！神选择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为祂的居所这
是何等的荣幸！这意味着无论我们面对什么，只要我们仍然是祂真理的柱石和根
基，祂就会与我们同在并祝福和使用我们。您是喜欢一个受到人称赞和偏爱的教
堂，还是一个您知道神喜悦并同在其中的教堂？如果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因我们
加强并支持神的道而被轻视，那么请记住，“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
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马太福音 5:11)。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
下，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在荣耀神，因为“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
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彼得前书 4:14)。如果永生神乐于选择西
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为祂的居所，那么当我们坚持祂的真理并凭着真理而活时，我
们就没什么可惧怕的了。我们宁愿渴望有永生神与我们同在，也不愿祂离开我们。
只要我们坚定地支持祂的真理，我想不到什么比此更能鼓励我们的了。
不成为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警告。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确保神确实会再保护我们又
35 年呢？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能继续成为我们的孩子长大后可以在其中敬拜的健
全教会吗？实际上，我们应该希望神将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当作祂的居所，直到
我们心爱的救主返回接祂的新妇，那一个以较晚为准。这就是为什么我或后来由
神指派给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继我以后的牧师必须确保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不仅
要专注于不断用祂的话语喂养神的羊群，而且要在压力下保持不屈并抵抗不合圣
经的趋势。如果牧师由于敬拜者，世界乃至其他教堂的压力而恐惧和挣扎，那么
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将很快就不再是神的家。你想要一位什么样的牧师呢？一个
永远微笑完全适应您对教会的想法，好像这教会是“您的道的柱石和根基”的人
吗？
您在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中的份内岗位。我们只需要一代就会从真理上跌倒。西澳
笃信圣经长老会需要您的祈祷支持以使教会保持现状，无论是现在还是直到基督
再来。但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是由信徒组成的，而不仅仅是带有这几个字母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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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招牌而已。您的生活，您的选择，您的方式确实会影响教会。健全的教导是
得服从的。神警告哥林多教会：“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
团发起来吗？”(林前 5:6）那里的基督徒感到骄傲，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很新进
有“爱心”而不“审判”人从而使罪恶不被处理反得以继续进行。没有悔改的人
是酵，其不服从的生活方式将迅速影响并传播（这是酵的含义）给其他人和家庭。
如果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致力于维护神的真理，并且其信徒始终忠于并遵守神的
圣言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那才能得着神将继续与我们同在和祂的保护的确据。教
会坚持不懈地奉行和教导神的圣言，但信仰的实践在于信徒。无论讲台事工如何
忠于圣经，如果您拒绝服从，这也是没用的。如果您爱错误的友谊，世俗的方式
以及您的罪恶和野心超越神的教会之上，那么您必须承认自己其实是不爱或不关
心神的教会。
在衡量教会时，我们应始终参考神给教会起的定义。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是否成
为合神心意的教会的最终衡量标准是我们是否专注于确保忠实地教导祂的圣言，
抵制这时代的思想和哲学，以及教会的信徒们以单身和家庭的生活方式来支持神
的真理。我们每个人都是以血救赎的崇拜者并各负有一个本份。因此，我在 35 周
年晚宴上选择了这赞美诗。
1 我有本份当尽
我有神当事奉，
得离罪恶与主亲近
灵魂得进天国。

2 须为现代效力，
成就主派之工；
施展才能为众劳役
殷勤勉励至终。

3 望主使我谨慎
在主面光之中，
常作准备将我责任
主前尽诉心衷！

4 助我儆醒祷告
终身靠主引领，
无忝圣召无悖恩道,
等见天国光明。

委托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及其信徒的使命。在我们的善好的主赐予我们的平安之
中，我们必须勤于祂留给我们去做的事。我们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为了履行大
使命而被种植的。每当我们走进教堂看到教堂外面的石匾时，都必须提醒我们这
一点 - 扩展基督留下的大使命，使我们得以在澳州履行此职责。我们必须对西澳
笃信圣经长老会的纯净充满热情，因为它是永生神的家，是我们挚爱救主的新妇！

为主服事，
潘潮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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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与感恩赞美
1. 乐龄团契（本周六，4 月 17 日，上午 10 时 30 分）：牧师将继续从提多
书传讲“给年长者的纯正教义”。欢迎大家来参加，一起学习神的话。
2. 丈夫及父亲团契（主日，4 月 18 日，下午 3 时 30 分）：牧师将继续教导
关于圣经对基督徒父亲角色的看法。鼓励所有的丈夫来参加，一起学习神
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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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感恩及祷告事项：
• 感谢神，上周我们可以在晚宴上庆祝我们教会的周年纪念日。
• 感谢神，前来参加受难节和复活节崇拜聚会的朋友和访客。
• 感谢神，许多人不懈怠及专注的服事，使我们能在上周末的各种聚会中
敬拜救主。
• 祷告 Eda Liong 和白俐蕊能够履行会员的誓言，并在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
的大家庭中属灵成长。
• 祷告大家会一起努力，使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见
证，这是祂为我们立的旨意。
• 祷告我们在纪念基督的死和复活时，我们会重新奉献自己，为基督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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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及本週的聚會
星期日

11/4 3:15 pm

聖經基要課程 (二樓副堂)

星期一

12/4 7:30 pm

禱告會

星期四

15/4 7:30 pm

中文團契

星期六

17/4 10:30 am

樂齡團契

星期日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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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及父親團契

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
出席總人數 - 主日崇拜: 40; 禱告會: 15; 聯合復活節晨曦: 134
十一與感恩奉獻 - 主日崇拜: $8,394.20; 指定愛心奉獻(錢有進: $200.00); 宣教(緬甸: $1,500.00)
建堂基金 - 上週: $4,468.35; 目前: $602,826.31; 差距: $697,17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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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斯敏斯德信仰宣言－第 27 章：論聖禮
4. 我們的主基督在福音書中設立了兩個聖禮，即洗禮和聖餐；除了正式按立的傳道人(牧師)外，任何
人不得執行這兩個聖禮。

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