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道笔记 

讲题：明智的亚比该 

经文：撒母耳记上 25：2-42 

 

 

 

 

 

 

 

 

 

 

 

 

 

 

 

 

 

 

 

事奉人员表 

5 月 14 日/ 5 月 21 日 

统筹：杨靓/ 洪鼎发 

主席：卓磊/ 许增福长老 

讲员：陈俊业牧师/ 梁兆基牧师 

领诗：钱立群/ 林彩虹 

司琴：Whitney / 玉琳 

招待：刘慧杰/ 傅绪琼 

      石虹/ 王芳 

总务：洪鼎发/ 金义 

      陈美美/ 刘慧杰 

音响：吴颖敏/ 杨靓 

投影：许增福长老/ 陈利龙执事 

泊车：陈利龙执事/ 卓磊 

司数：杨莉莉/ 肖莉 

      林彩虹/ 杨莉莉 

聚会善后:许增福长老/许增福长老 

    主日学大班: 陈欣/ Janet 

主日学小班:王蔚/ 袁丽霞 

           

   

 

  
  

 

牧 者  团 队 Pastoral Team 

主理牧师：陈俊业牧师    0433 003 201 
执行兼英文堂牧者:Rev.Rolf Van Wollingen   

                                                                              0431 934 956 

南堂英语传道人：钱杨琇惠传道      0405 300 115 

南堂粤语牧者：梁兆基牧师    0449 921 419 南堂华语牧者：陈俊业牧师    0433 003 201 

  

 

 

 

 

  

  

 
2023 年 5 月 7 日 

认识我们、认识您 

本堂致力于建立丰盛人生的使命。 

我们诚心欢迎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同来崇拜，认识真理，彼此团契， 

一同学习经历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望、爱。 

-+` 

教会地址: 324 Belmont Ave. Kewdale, WA6105 

陈牧心底话－盘点所有 -“心灵安息： 49 日更新”计划（第二周）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忧虑；看看我里面有甚

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恒的道路。（诗篇 139：23-24）(环球圣经译本) 

神啊！你是我的 神，我迫切地想要寻求你；我的心、我的身，都渴想你、切

慕你，像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诗篇 63：1）(环球圣经译本) 

我向你伸出双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同干旱之地渴望甘霖。                            

（诗篇 143：6）(环球圣经译本) 

亲爱的家人，上周你开始灵阅、停下安静了吗？若有的话，相信这次的灵性操

练让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一点，就是要安静和沉默是多么的困难，即使是一段

很短的时间。发现到很难停下来休息的事实，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失败。但我

们需要从反面来看这件事。如果我们试图停下来，却发现无法静止，那么自己

在哪方面需要圣灵的介入就很清楚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礼物，因为它揭开了我

们为什么会感到疲倦和不满的神秘面纱。我们无法休息可能是自己在含蓄地

说：没有我们的帮忙，神就无法完成祂的工作。 

这一週，留出一些时间，盘点一下自己在哪些地方似乎处于动荡状态。如果我

们可以明确地指出需要医治之处，就可以更好地祈求痊愈与康复。向神祷告，

求祂将你内心和生命中的缺失显明出来。写下你在安静时刻中一些值得关注的

想法。允许自己承认生命中失控的地方。允许自己放慢速度来记录这些事情。 

注意：你可能会受到试探，想要合理化你生活中失去平衡的层面，或把你需要

休息的部分不当回事。在你进入这个过程时，请完全的坦诚，不要掩饰你的软

弱。写下你所有想到的事情，无论看清自己是多么的困难。 

荣·罗海瑟（RONALD ROLHEISER）：活在这个世上要找到平安并非易事。我

们感觉自己里面某些东西的节奏与外界不一致，使我们一直不安、不满意、沮

丧、痛苦。我们欲望的负荷量太重了，以至于连最简单的休息都很难做到。 

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我们必须准备好，让神来打

断自己的生活。 

 

 

 



灵修生活－智慧的有限 

 

传道书八章 16至 17节 

16我用心去认识智慧，去查看人在地上的工作—有人日与夜眼睛

不睡觉的。17我就看见所有神的作为，让你不能找到祂在日光之下

所作的事，就算人劳碌的查考，他也不能找到，即使智慧人说要人

去认识，他也不能找到。 

原文精要 

不能找到, 这片语以类似的方式在第 17 节出现三次，强调智慧

的有限。 

经文省思 

  传道者用心去认识智慧，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人的智慧是有限

的，正如所罗门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他也不明白人在世上的劳

碌，他无论怎样有智慧，也不能知道人为何有劳碌，甚至到日夜都

不合眼的。传道者把人有限的智慧追溯到神的作为。神的作为，人

不能找到，就算是智慧人也不能找到。在这里，传道者凸显人有限

的智慧，与神的高深莫测。只有神拥有全部的智慧。这回应约伯记

中的智慧观—智慧何处寻（伯二十八 12~28）？ 

今天，你在哪方面比较有智慧呢？你的智慧真能明白一切吗？有

什么事你不能找到呢？让我们来到神的面

前，把这些事交托给祂，因为祂拥有全部

的智慧。 

（文章摘自“慧于神”,谢挺著） 

 

 

上周主日奉献（财务年度 1/7/22-30/6/23；*差传信心 1/11/22-31/10/23） 

 奉献项目 合 共 每周预算 本年度至上周距离预算状况 

 什 一   $2,036.22 $2,966.65 - 

 感 恩   $360.00   - 

 现 金 $229.05   - 

总计(经常费) $2,625.27 $2,966.65 ($22,917.49) 

 本地福工   - $34.97 ($821.30) 

PAC365 $110.00 $91.15 ($1,562.92) 

海外福工 - $40.80 ($618.69) 

教会器材 - $0.89 ($40.11) 

长期宣教基金 - $40.80 ($936.79) 

建堂基金 $270.00 $429.57 ($7,180.45) 

教牧培训 - $2.68 ($120.48) 

总计 (基金) $380.00 $640.86 ($11,280.75) 

*差传信心* $25.00 $146.73 ($1,381.73) 

singing sprouts $1.45 $0.00 $542.05 

爱心代转 $74.80 $0.00 $5,361.10 

母亲节 
今天是母亲节，谨代表教会祝福所有的母

亲节日快乐！ 

柏宣差传 365 认献 
感谢神！2023-2024 年度差传 365 认献共有 17

位弟兄姐妹参与，认献金额为$5,170.00 如有

弟兄姐妹希望继续认献，请于招待处领取表

格。 

另请已参与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认献者，若未完成奉献，请于 6 月 30 日

前完成！ 

牧者动向 
陈牧师于 5 月 15 日至 6 月 2 日请年假。

陈牧师放假期间，有关堂会事务，请与许

增福长老及陈利龙执事联系。 

灵性操练 
这一週（14/5-20/5）的灵性操练，留出一些时

间，盘点一下自己在哪些地方似乎处于动荡状

态。请详阅这週周刊封面之“陈牧心底话”。 

强制报告 
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开始，宗教负责人报告儿

童性虐待行为给政府，成为一项法律要求。这

意味着柏斯宣道会南堂的所有牧者在认定未成

年遭受性虐待时，将依法提交书面报告。详情

已发送邮件至会友的邮箱中，请查阅。 

2023 年度短宣之旅—走进神的国度 
主办方：Perth Smart Team。 

日期：11 月 20 至 30 日； 

地点：1）柬埔寨 2）菲律宾。 

团费：AU$600; 训练营费：AU$250；机

票：自理。 

行前训练日：10 月 15 日及 29 日。 

行前训练营：11 月 16 日至 18 日。 

报名截至：2023 年 4 月 29 日至 7 月 31

日。详情请见海报，有意者请向陈俊业牧

师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