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 督 教 柏 斯 宣 道 会

事奉人员表

证道笔记

南堂华语主日崇拜

7 月 23 日/ 7 月 30 日

经文：可 7:1-23; 太 5:20, 15:12-14;
路 12:1-2

统筹：付先玉/ 卓磊

讲题：敬虔的真意

讲员：沈坚/ 感恩见证

PERTH ALLIANCE CHURCH SOUTH MANDARIN

主席：卓磊/ 陈俊业牧师

2017 年 7 月 23 日

领诗：赵健/ 钱立群
司琴： Daniel / Jeremiah
招待：杨莉莉/ 王莲梅
薛明月/ 蔡小蓉
总务：吴颖敏/ 马振华
陆忠娟/ 薛明月
肖莉/ 杨爱娟
音响：洪鼎发/ 周萼
投影：许增福/ 陈林
泊车：李士军/ 付先玉
司数：黄瑞兴/ 吴颖敏
李川英/ 董国帅
陪谈：钱宗仪长老/ 丁国秋
聚会善后：吴颖敏/吴颖敏
少年团契：洪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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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

主任牧师：欧阳万璋牧师 0416 658 325
粤语牧者：梁兆基牧师 0449 921 419
北堂牧者：张贤才牧师 0416 617 838

团

队

Pastoral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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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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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弟兄姐妹一同回
到神的殿中敬拜
事奉主，更高兴
见到第一次来到
我们当中的朋
友。我们是一群
从不同地方，却
拥有同一个信仰
的群体。我们因
信主耶稣的救
赎，经历身心灵
的安慰、医治及
更新。会后，请
您留步茶叙，彼
此交流。我们在
周日和周间也有
不同的家庭小
组、团契、祷告
会及查经班，也
欢迎您询问参
加。
总办公室 :
Unit6,41BelmontAve,Belmont,
WA6104
POBox956,Cloverdale,
WA6985
电话:(08)94783272
电邮:info@perthac.org.au
网站:www.perthac.org.au

陈牧心底话－ 寻求神的旨意
祂（主耶稣）又再次走开，祷告说：「我的父啊！如果这杯
不能离开我，一定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马太福音 二十六 42
在门训的课程中，当上寻求神的旨意这一课时，我总会问学
员们两个问题，你们在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时，你会问：
（1）神
对我一生的旨意是什么？抑或（2）神的旨意是什么？
这两个问题，乍看之下，没有什么不同，其实其意义却大有
不同。前者的重点是寻求自己的需要；后者却是顺服神的带领。
前者的焦点是自己；后者的焦点是神。前者的等待过程会是焦
虑；后者却是释放，因为相信一切都有神在主宰。再者，以属
灵伟人乔治穆勒寻求神旨意的六个步骤，与您共勉之。
1. 通常十之八九的根源是在自己的心，故我会使自己的心平
静下来，不会对求问的事有自己的私意。当我们的心预备
好去遵行所明白的神的旨意时，大部分困难已迎刃而解。
2. 我不会靠自己的感觉做出决定，假若我如此行，我便会使
自己犯上极大的错误。
3. 我借着神的话，寻明圣灵的意思。神的灵与神的话必须彼
此结合。倘若我只留意圣灵而忽略神的话，我同样会置自
己于极大的错误中。若圣灵要引导我们，祂会依据圣经来
指引我们，祂的指引绝不会与圣经相违背。
4. 我会考虑神所预备的处境。神的话，神的灵和神所预备的
环境，常常会清楚显明了神的旨意。
5. 我会在祷告中求神向我正确地启示祂的心意。
6. 因此，借着向神祈求；研读神的
话语和思想反省，我会根据所知
道的做出一个慎重的判断。如果
我心里有平安，并且在经过多次
的祷告后，平安仍留在心里，我
便会按照做出的判断去做。

灵修生活－从恶女保护你
默想经文：箴言六章 23 至 24 节
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生命之道是训诲的责备，能从
恶女，从滑舌的外女保护你。
原文精要
从，第 24 节出现两次“从”。“从”表示从一种状况到
另一种状况，也表示“原来”与“现在”的对比。
经文省思
在第六章 20 至 22 节，智者像父亲一样的教导他的儿子，
告诉他谨守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母亲的法则的好处。在此，
智者又回到外女的主题，提出谨守诫命的原因：因为诫命是
灯，法则是光，生命之道是训诲的责备，能从恶女与外女这
状况中保护人。如果恶女与外女象征一切与神相反的道路，
那么，谨守神的诫命与法则就会帮助人从恶中脱离，因为诫
命是灯，法则是光，可以照亮人，走在光明的道路上。
今天，在哪方面你走在“恶女”与“外女”的道路上？在
哪方面需要光照亮你的路？要知道谨守诫
命就能帮助你从这状况中脱离，就能保护
你。
（文章摘自“慧于神”,谢挺著）

特别会友大会(EGM)

粤语堂食物义卖筹款

时间：今日(23/7)崇拜后 15 分钟

时间: 7 月 30 日 10:30-11:30am

目的：选出一名「执事提名委员会」

目的: 为南堂安装 CCTV 和儿

之堂会代表
出席者：会友
若因要事缺席，请具备理由以书面
通知牧者或执事，并填写授权书
(注：每位会友只可委托或接受一
名会友的授权投票)，委托授权表
格可于招待处索取。

童活动室更换地毯筹款
留意: 当日华语堂崇拜时间改
为 12:30pm
请大家积极参加！

Youth Camp
时间: 9 月 22-24 日

教会 30 周年感恩特刊
请崇拜后在招待处领取，欢迎自由奉
献（$10 每本）。请在奉献封上注明
“30 周年特刊”。

主办单位: 英文堂
地点: Nanga Bush Camp
费用：$130(13/8)/$140(3/9)
联系人: Matt(0411 345 668)
Anna(0435 573 873)
详见单张！

分区祷告会（祷告 90）
时间：28/7（周五）晚上 7:30
地点：Rivervale(石虹姐妹府上)
Success(许增福弟兄府上)
Willeton(付先玉弟兄府上)

感恩见证
时间：7 月 30 日（下周主日）
欢迎弟兄姊妹积极邀请未信亲友
出 席，并预备心灵为主作见证！

南华静修营
时间: 9 月 24-25 日（崇拜后）
地点: New Norcia（离教会 1 小时
40 分钟车程）
费用：$80
名额有限，请有意者尽快向许增
福弟兄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