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奉人员表

证道笔记

基 督 教 柏 斯 宣 道 会
南堂华语主日崇拜

1 月 21 日/ 1 月 28 日

经文：歌林多前书9:16-19
讲题：欠债还债

PERTH ALLIANCE CHURCH SOUTH MANDARIN

统筹：许增福/ 吴颖敏

2018 年 1 月 21 日

主席：陈利龙/ 钱宗仪长老
讲员：陈俊业牧师/
陈沈丽霞师母
领诗：黄文华/ 章芙荣
司琴：Alicia / Samuel

陈牧心底话－别忽视埋怨带来的灾祸

招待：Logan / Tim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
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
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立比书 2:14～15

David / Matthew
总务：杜德志/ 董国帅
孙玉梅/ 樊晓璐
肖莉/ 章法珍
音响：洪鼎发/ 周萼
投影： Tim / Yuling
泊车：金义/ 李士军
司数：吴颖敏/ 黄瑞兴
蔡小蓉/ 陆忠娟
陪谈：赖素蓉/ 钱宗仪长老
聚会善后：吴颖敏
少年团契:大堂聚会
主日学大班:陈欣/陈欣
主日学小班:王蔚/王蔚
小班助教:章丹荣/章丹荣

牧
主任牧师：欧阳万璋牧师

者

团

0416 658 325

南堂粤语牧者：梁兆基牧师 0449 921 419
北堂华语牧者：张贤才牧师 0416 617 838

队

Pastoral Team

南堂华语牧者：陈俊业牧师
南堂英语牧者:Rev.RolfVanWollingen
南堂英语传道人：钱杨琇惠传道
北堂粤语传道人：欧阳颜美琳师母

0433 003 201
0431 934 956
0405 300 115
0422 328 876

参加我们的主日崇
拜聚会。我们来自
五湖四海，其中有
90%以上来自中国
大陆不同的省份，
但在这里因为耶稣
基督的恩典我们成
为一家人。我们在
这个属灵的家庭里
享受对神的敬拜，
实践彼此相爱、一
起成长。除了逢星
期天的崇拜，我们
也有生命栽培（基
本信仰班、查经
班）、生命陪伴（小
组、一对一）、生命
守望（祷告会、弟
兄团契）等等。欢
迎您来询问及参
加！耶稣爱您！

当我们回忆人生，它充满了感谢，可是我们的人生充满
更多的怨言。我们会有各种各样得怨言，在发怨言中都会
有千百种原因。埋怨当然带来的是一个不幸的人生。
埋怨是什么？它是一种状态、态度。就如好像一瓶水，
当水倒出来的时候，不管它是因为没有盖好，或者盖子坏
了，摇动的太厉害；又或者水装了太满。不管它是怎样流
出来的，它流出的必定是水；因为它装的是水。所以瓶子
里装的是什么？它就会流出同样的东西。
埋怨亦是一样，因为里面装的是怨言，所以我们流出来
的是埋怨。所以埋怨是一种状态、态度。
人会埋怨，其中的原因因为人不懂的“知足常乐”这个
真理。人的不满足，在与人比较中就会对身边的人和事发
怨言。
人也会积怨，主因是当人受伤害，不能、或者不敢沟通，
只好委曲求全。在这种状态中，只能忍气吞声；同时也把
怨气埋在心中，日子久了，怨言也累积更多了。积怨的结
果是造成自己身心灵的伤害，积怨最终产生怨恨。
从以色列民的历史中，他们的列祖在走蒙神拯救的道路
中，没有思恩，反而埋怨不断，最终遭祸。保罗在他的书
信中，重提这历史事件，为要警戒以色列民，当然亦是在警
戒我们。
（参哥林多前书 十）
亲爱的家人，让我们再度检视我们的内心的状态，我们的
生活态度。不要被埋怨所俘虏，乃是被圣灵充满、管理，过
一个凡事感恩、常常喜乐的人生。

教会网站:http://www.perthac.org.au

灵修生活－自爱的重要
默想经文：箴言十一章 22 节
金环戴在猪鼻上，（等于）一个女人美丽却无见识。

原文精要
见识，这字是“品尝”、“监察”、与“分辨”的意思（诗三十
四 9；箴二十六 16，三十一 18）。

儿童主日学开学礼
时间：2 月 4 日（周日）
在崇拜中将举行儿童主日学开学礼，
请家长留意。

查经班
时间：2 月 7 日（周三）7:30pm
地点：教会办公室
经卷: 路加福音
学费：$15 、$10(注册费)
请有意者向陈林报名及缴费。

上课日期：2 月 4 日 1:30-2:30pm
学费：$30/人、$50/两人（十课）

时间：26/1（周五）晚上 7:30

有意者请向陈林姐妹报名

地点：Rivervale(石虹姐妹府上)

这世界的价值观标榜女人的美丽，我们只要从电视杂志的广告上
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在箴言中所赞许的女人，不是她的魅力，而是
有见识。见识与品尝相关，一个有见识的女人是一个会“品尝”生
活的人，她会分辨周围的事物、善于应对（箴二十六 16），她也知
道自己所经营的是有利的（箴言三十一 18）。这句箴言把一个女人
美丽却无见识比喻作像一个金环戴在猪鼻上，金环是美丽高贵的，
但是戴在猪鼻上却成为浪费，实为可惜。
今天，你是一个女人，你是把注意力放在如何使自己更美丽上？
还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是否有见识上？箴言告诉我们美丽是次要
的，要成为一个有见识、会品尝生活的人才是最主要的。如果你是
一个未婚的男子，你寻找对象的条件是美丽为先？还是有见识为
先？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你如何教导自己的女儿成为一个有见识
的女子？如何影响儿子要追求一个有见识的女子？
（文章摘自“慧于神”,谢挺著）

时间：2 月 3 日, 12:00pm
地点：Trinity on Hampden
(230 Hampden Rd, Crawley)
费用：每位$15
截止日期：1 月 21 日
有意参加者请向教会办公室报名。

画社第一学期

分区祷告会（祷告 90）

经文省思

澳洲宣道年议会之
男仕、女仕午餐

Success(许增福弟兄府上)

佟金城弟兄安息礼拜

Willeton(付先玉弟兄府上)

时间：24/1（周三）上午 9:30

办公室放假

地点：Fremantle Cemetery, Carrington
Street & Leach Highway, Palmyra WA
6157（East Chapel)

日期：1 月 26 日（周五）
澳洲国庆日假期，办公室放假。

上周主日奉献（财务年度 1/7-30/6/18；*差传信心 1/11-31/10/18）

什 一
感 恩
现 金
总计(经常费)

$ 1,456.10
$ 33.90
$ 270.15
$ 1,760.15

$2,306.31

$2,306.31

本年度至上周距离
预算状况
~
~
~
($10,892.99)

本地福工
PAC365
海外福工
教会器材
教会扩堂
教牧培训
总计 (基金)

~
$ 70.00
~
~
$ 70.00
~
$ 140.00

$0.00
$269.48
$15.75
$1.23
$2.99
$7.40
$296.85

$8.40
($ 4,949.92)
($ 372.75)
$ 3,779.93
$ 23.29
($ 214.60)
($ 1,725.65)

*差传信心*

$ 95.00

$96.73

($ 1.04)

奉献项目

合

共

每周预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