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道笔记 

讲题：逾越 

经文：出埃及记 12：12-14 

 

 

 

 

 

 

 

 

 

 

 

 

 

 

 

 

 

 

 

事奉人员表 

5 月 21 日/ 5 月 28 日 

统筹：洪鼎发/ 金义 

主席：许增福长老/ 陈利龙执事 

讲员：梁兆基牧师/ 张贤才牧师 

领诗：林彩虹/ 邵克美 

司琴：玉琳/ Yvonne 

招待：傅绪琼/ 张玉苑 

      王芳/ 石虹 

总务：金义/ 洪鼎发 

      刘慧杰/ 傅绪琼 

音响：杨靓/ 周萼 

投影：陈利龙执事/ 许增福长老  

泊车：卓磊/ 杨靓 

司数：杨莉莉/ 林彩虹 

      肖莉/ 钱宗仪 

聚会善后:许增福长老/许增福长老 

    主日学大班:  Janet / 章芙荣 

主日学小班: 袁丽霞/ 袁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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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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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在源头 -“心灵安息： 49 日更新”计划（第三周） 

 

唯独等候 神，我的心才有安息；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诗篇 62：5） 

疲倦的人，我必使他振作；愁苦的人，我必使他满足。（耶利米书 31：25） 

我的心满足，就像饱享了骨髓肥油；我要用欢乐的嘴唇赞美你。（诗篇 63：5） 

我心紧紧追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诗篇 63：8）(圣经新译本) 

我们花时间反省并了解了自己的光景，而所发现到的事情，有时会让我们心中

产生内疚、羞耻和失望。虽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是神对你生命的

旨意。我们甚至会开始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发现自己需要休息和复原的地方，

实在是多不胜数。然而那美好的福音就是：安息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努力，而是

来自于神已经成就的工。我们知道，放假、睡眠或其他放松的方法，都不足以

让我们完全精神恢复。当动荡不安是发生在心灵层面时，一般传统的方法就无

法去改善它。我们需要一种「异类」的力量来医治它。而神就是那安息的真正

源头。 

这一周，专注在这个真理上：神是我们所渴望之安息的终极源头。你最近是什

么时候让自己尽情享受在神的真实身分中？我们大部分的人在生活中，都知道

神的重要性，但却没有真正记取祂的故事。在你安静的时候，默想神是我们安

息的泉源。阅读圣经来支持这个见解。查考一些陈述神属性的经文。在过程

中，把你想到的事情记下来。 

注意：我们可能会受到引诱，以为有许多方法能让我们的心灵获得安息。虽然

有很多作法能让自己暂时休息下来，但我们所渴望的安息，它真正源头是来自

于神，也只有神。 

奥古斯丁（AUGUSTINE）：祢是为了自己而创造了我们，因此我们的心总是忙

乱，直到在祢里面找到安息。 

 

 

12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

地一切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

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

是耶和华。 

13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

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

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

到你们身上灭你们。 

14你们要记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

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灵修生活－活着就是盼望 

 

传道书九章 4节 

4谁与所有活人有关联就有盼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

好。 

原文精要 

盼望, 这字也是“信靠”的意思。 

经文省思 

  传道者在第九章一开始就说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所有人的命运也

都一样---就是都有一死，不管是义人或恶人、洁净人或不洁净

人、献祭的人与不献祭的人、好人与罪人，结果都是一样（传九 1-

3）。在这时，传道者很可能感到沮丧或绝望，因为他的智慧与财

富也不能使他避免死亡的现实，在这点上，他跟别人没有分别。但

是，到了第 4节，传道者认识到只有人活着，就有盼望，就可以信

靠，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要好。狗在当时的文化是不被看重

的动物，远远不及万兽之王的狮子，但是一只活着的狗却比一只死

了的狮子好。 

今天，你有否羡慕一些已死去的“狮子”？要知道只要我们还活

着，我们就有盼望。让我们为自己的生命

来感恩，也为自己能与其他生命相连而感

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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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5.38 $2,966.65 - 

 感 恩   $325.00   - 

 现 金 $220.90   - 

总计(经常费) $1,851.28 $2,966.65 ($24,032.86) 

 本地福工   - $34.97 ($822.98) 

PAC365 $111.00 $91.15 ($1,543.08) 

海外福工 - $40.80 ($620.64) 

教会器材 - $0.89 ($41.00) 

长期宣教基金 - $40.80 ($938.73) 

建堂基金 $155.00 $429.57 ($7,455.02) 

教牧培训 - $2.68 ($123.16) 

总计 (基金) $266.00 $640.86 ($11,544.60) 

*差传信心* $60.00 $146.73 ($1,468.46) 

singing sprouts - $0.00 $542.05 

爱心代转 $185.00 $0.00 $5,546.10 

数钱房 
因子钱房的天花板有潜在坍塌危险，故暂停使

用，直至临行通知。请司数移步办公室数钱。 

恩友 20 周年大团聚 
日期：6 月四日（周日） 

时间：下午 6 点 30 分 

地点：PCCC South（9 Gedling Cl, Parkwood） 

晚餐：每个家庭带一碟 

参与者：学生资助者及以往的短宣队员 

联络：刘皓秋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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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安息: 49 日更新”计划（第三周） 

这一周（21/5-27/5）的灵性操练，专注在这个

真理上：神是我们所渴望之安息的终极源头。

请详阅这週周刊封面之“陈牧心底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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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日 
华语堂的清洁日将推迟到下周主日（28/5）

崇拜后。请大家预留时间，带上清洁用具一

起来清洁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