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澳篤信聖經長老會
為了見證耶穌基督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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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聚會
1 上主在祂的聖殿中

預備詩

第329首 主啊，容我與你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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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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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首 稱謝歌

當肅靜，在主前當肅靜。

*禱告/主禱文及榮耀歸於聖父 2

阿們。

啟應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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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榮耀歸於聖父
榮耀都歸於

第434首 數算主恩

*三一頌 3/謝禱
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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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全能真神!

唱詩

第125首 願開我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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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的生命有意義！

阿們!

3 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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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8首 全所有我獻與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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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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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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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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信函
我们教会 35 年历史的功课
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亲爱的会众们,我们感谢神在过去 35 年对西澳笃信圣经长老
会的仁慈保守。上个月，我们以 4 堂的教会查经系列追溯了我们的教会历史。感
谢神在祂的旨意下提供给我们大量可用文件使我们知道我们的历史是有记载的事
实，从而使我们能够信心十足地回顾我们的过去。提供和审查这些文件又证明了
神对我们教会的关怀–祂对祂的话言给予更大的关注！我想花点时间回顾一下我
们在这个教会查经系列吸取的并且必须记得的一些重要功课。
快速回顾一下我们的根和历史。1）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是笃信圣经长老会在澳州
的第一个外展事工。正如我们的章程序言中所指出，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成立于
1986 年 2 月，是新加坡笃信圣经长老会加略堂“因顺从我主耶稣基督之大使命，
而扩展其于澳大利亚宣教事工而成”。2）我们是笃信圣经长老会，正如我们的名
号所证。正如其他任何教派的教堂，我们坚持并实习我们独特的信仰，教义和实
践，即是属笃信圣经长老会的。甚至在我们历史的早期，我们就看到了有人如何
崛起来吸引其他人，他们披着羊皮要为自己“窃取”一座教堂。这是西澳笃信圣
经长老会的第一个圣经的警告，呼吁“有些人偷着进来”（犹大书 4）了。西澳笃
信圣经长老会因为没有紧贴我们笃信圣经长老会的根源并坚定地遵守我们的章程，
所以我们始终危险地几乎脱离了我们教会的立场。3）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于 1986
年以英语崇拜开始，而中文崇拜在四年后 1990 年开始。此后，在我们历史中的大
部份时间里，除了我们没有牧师的时期外，我们都有单独的英语和中文崇拜，自
去年 COVID 封锁以来，我们已经恢复了这种做法。
关于会友的功课。1）了解教会会友如何影响教会。 我要强调我们不反对非会友。
今天我们中间有非会友，我们在一起很喜悦地团契。我们欢迎每个人与我们一起
敬拜，只要他们尊重并且不破坏我们坚持和教导的圣经教义，也不以任何方式打
乱教会。我们必须学习再也不允许非会友来打乱教会的信仰和实践 - 我们首先就
不应该提拔他们虽然他们质疑或削弱教会的信仰并试图影响他人。我们从经验中
尝到了教会平安与合一的重要性，这是我们必须珍惜并竭尽全力保持的，但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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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牺牲真理和教义为代价。2）小心接受谁为会友。我们了解到当我们不加区分
地使那些不同意我们的笃信圣经长老会信仰和章程的人成为会友时，时间久了就
会导致不可避免的不团结。这是因为我们无视了神的话，“二人若不同心，岂能
同行呢？”（阿摩司书 3:3）。阿摩司书 3:3 是认同教会章程至关重要的关键原因，
因为它解释了我们的信仰和实践的内容和原因，让任何人都可阅读，以免产生歧
义和误解。章程不是圣经。但它解释了教会如何实践其信仰并在其教派信仰中怎
么解释圣经。当我们允许公开不同意我们章程的人成为会友时，我们就没有任何
参考点可以解决教会在信仰和实践上的分歧了。3）加入会友前多加注意。成为会
友是自愿的，我们不强迫任何人成为会友。因此，只有当一个人对教会的既定信
仰和实践有真诚的心念时才应加入成为会友。仅因为您偏离了教会的信仰而又想
成为教会的会友而就要教会改变其成为会友的合格要求是不光彩的行为。我们欢
迎敬拜者留下并学习而不急于成为会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圣经基要课程是如
此的关键。在这里，敬拜者可得着明确的教导关于我们坚持并所站立的信仰教义。
他们不能仅仅要接受这些教义以便成为会友 - 这些教义必须真正地成为其个人的
信念和实践。这对个人和教会都有好处，而双方都必须认真对待。作为一个悔改
认罪的教堂，我们的信仰体系在我们章程的第 4，第 5 和第 6 条款中有概述。我们
在接纳会友时必须小心，因为我们的教师，委员会和长执会员只能从我们的会友
中选择。会友可以在会友大会上投票并为教会的改变提出动议。因此，任何加入
会友的人都必须坚信自己的信仰，并承诺在生活中维护威斯敏斯特信条和圣经长
老会所阐明的教义。会友们还承诺要“保持本教会的圣洁，平安与合一… 不会带
来任何极端教义，不会违背教会的教导，不会不服从教会的法规和章程，不会带
来会友间的不和睦而打乱教会”。您的信念是您最珍惜的。它能驱使您去做或不
去做某些事情，接受或拒绝某些教导。信仰本身的差异可能不是罪，但表达自己
不同的信念而破坏了教会的平安与合一却是有罪的。4）为何只有会友才能担任关

键职务。 坚持不同信念，然后被置于教导或有影响力的地位的会友会影响其他人
采取他们的观点。持异议但仍担任重要职务的会友将允许并希望有更多持其异议
的人加入成为会友和领导阶层，从而引起更多冲突和混乱。然后，教会将缓慢但
必定的会发生变化，并可能分裂。这是因为教会已停止实践其章程所宣称的。这
也是“虚假广告”，欺骗进入教会的人，因为我们并不是真正建筑物外的招牌所
宣称的。这就是为什么入教会会友是我们必须谨慎保护的第一关口。这样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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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并不是没有爱心, 乃是出于对当地教会的平安与合一的热爱而做。这也是为什
么我们现在需要担任关键职务的会友提供承诺和献身表格的原因，并需要每年确
认与我们一起在我们的信念和实践上站立。我再次强调，成为会友是自愿的。我
们非常欢迎大家与我们一起敬拜。但是任何人都不应该为了寻求改变教会而造成
分裂。
教会会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让教会可以同心合意地工作，存着欢喜合一的心，特
别是那些在担任教导和领导职务的（使徒行传 2:46）。“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
乃是许多肢体… 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哥林多前
书 12:14, 18）。教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无论是崇拜者或会友或领导人，
以及所有这一切“免得身上分门别类”（哥林多前书 12:25）。平安和合一是脆弱
的。我们必须尽一切的努力确保保留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的平安和合一，以便我
们所有人都可以专注于完成神的工作而不分心,“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
的福音齐心努力”( 腓立比书 1:27) 。让我们珍视和感谢神赐予我们这充满福份
的合一，并利用它通过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推进祂的工作和祂的国度！

为主服事，
潘潮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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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与感恩赞美
1. 丈夫及父亲团契（今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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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儿童主日学聚会（周一，4 月 26 日，上午 10 时 - 中午 12 时）： 儿童
主日学聚会将在教会举行。牧师将在活动开始前作短勉。鼓励所有主日学
的孩子和家长都来参加。
3. 教会整洁（周六，5 月 1 日，上午 9 时）：请来参加教会的清洁和维修以
服事主的家。为了帮助我们筹划以便可以完成任务，请在
www.bpcwa.org.au/busybee 注册或让勇耀执事知道你的出席。由于新冠
病毒的限制，我们无法在现阶段提供午餐。
4. 养老院事工流感疫苗接种：随着 2021 年流感疫苗的推出，有意继续在养
老院事工服事的人谨提醒你接种疫苗。疫苗接种报表需要在 2021 年 6 月
6 日前上传到 http://bpcwa.org.au/fluvac。进入链接时，会提示你先登录
Google/Gmail 账户。如果您在提交表格时有任何疑问或问题，请联系江树
城（0434 426 121）。
5. 停车场：最后一个离开 Canning Highway 路旁停车场的敬拜者，请在停车
场入口处重新锁上铁链，以免公众在此停车场停车。请在主日及平日聚会
时，将链子重新锁好。所有敬拜者如尚未在 bpcwa.org.au/carpark 登记车
牌号码，请登记。
6. HiAce 载客车：由于对它的需求大大减少，每年的维修费用不断增加，而
且很少司机能够驾驶手动车，在极少数情况及有需要的时候，租一辆比较
便宜。因此，该福音车在教会贴纸被拆除后已被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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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感恩及祷告事项：
• 感谢神，祂继续保守珀斯和西澳免受新冠病毒的爆发，并继续放宽限制。
• 感谢神的保守，让我们度过了上周的潮湿和大风天气。
• 祷告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好好学习神的教训，对神的教
会有圣洁的嫉妒，保护教会不受错误和不顺服神的道路的影响。
• 祷告澳洲政府有智慧的推出新冠病毒疫苗的计划以至能够尽快恢复正常。
• 祷告正在经历疾病和试炼的祂的儿女有恩典、力量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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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及本週的聚會
3:15 pm

聖經基要課程 (二樓副堂)

3:30 pm

丈夫及父親團契

星期日

18/4

星期一

19/4 7:30 pm

禱告會

星期四

22/4 7:30 pm

中文團契

12:00 pm 少年問題解答
星期日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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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
出席總人數 - 主日崇拜: 40; 禱告會: 12
十一與感恩奉獻 - 主日崇拜: $7,505.00
建堂基金 - 上週: $3,145.00; 目前: $605,971.31; 差距: $694,02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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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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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舊約的聖禮就它所表徵與顯明的屬靈實際，與新約的聖禮在本質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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