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道笔记

事奉人员表

讲题：责任、自由、选择
经文：马太福音 19：16-30

6 月 20 日/ 6 月 27 日
统筹：许增福长老/ 吴颖敏

16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有古卷：良善
的夫子），我该做甚么善事才能得永生？17 耶稣
对他说：你为甚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
的（有古卷：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
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
遵守诫命。18 他说：甚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
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
19 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20 那少年人说：
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甚么呢？21 耶稣说：
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
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22 那
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
产业很多。23 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24 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
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25 门徒听见
这话，就希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26 耶
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
能。27 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
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甚么呢？28 耶稣说：我
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
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
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29 凡为我
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
（有古卷在此有：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
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30 然而，有许多在前
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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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堂华语牧者：陈俊业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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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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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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钱宗仪/ 卓磊

2021 年 6 月 20 日

讲员：陈俊业牧师/ 陈俊业牧师
领诗：赵健/ 黄文华

认识我们、认识您

司琴：玉琳/ Yvonne
招待：傅绪琼/ 刘慧杰
高菲/ 陆忠娟
总务：吴颖敏/ 刘剑虹
陆忠娟/ 林彩虹
音响：周萼/ 洪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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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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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牧心底话－ 宣道会的四重福音之基督是拯救之主

投影：陈林/ 许增福长老
泊车：金义/ 李士军

亲爱的家人，身为宣道会的一员，让我们重温宣道会四个不同物件组成的标
志，因为这是宣道会强调的信仰，称为“四重福音”- 基督是拯救之主、基督
是成圣之主、基督是医治之主、基督是再来之主。

司数：肖莉/ 杨莉莉
黄瑞兴/ 肖莉
聚会善后:洪鼎发/洪鼎发
主日学大班: Janet / Janet
主日学小班:杨莉莎/ 杨莉莎

很多人不喜欢「成圣」这一个名词，因为它在一些人的观念中，曾经和极端主
义等名词联在一起，它曾与虚伪的自义和虔诚混为一谈，因此撒但在这条道路
的两旁竖起了许多稻草人，想吓走神的儿女，使他们失去神的福分。
我们所宣讲的成圣之道是这样的：主耶稣居住在我们心里，运行在我们的行动
中，以致我们变成祂的样式。这并不使我们产生自足的骄傲，因为我们必须来
到自己的尽头，才能获得成圣的经验，我们离开了基督决不能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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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拯救之主是以十字架为标志。四重福音的第二个福音是基督是我们成圣
之主。以旧约时代圣殿外的洗翟盆为标志。

成圣是一种单纯的信靠生活，每时每刻倚靠基督。进入此种丰盛的福份，必须
经过两个步骤：完全顺服与凭单纯信心接受基督。藉这个条件─—顺服与相信
──而住在基督里面，就是成圣的秘诀。正如保罗所说：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
督耶稣，就当遵祂而行」
（西 2:6）
神借着圣灵作成「成圣」之工。圣灵的工作就是向我们显明主耶稣能使我们成
圣，同时基督透过圣灵供应我们灵性生活中的一切需要。所以在时间上而言，
圣灵的洗和我们与基督联合而获得成圣的经验，是同时发生的，圣灵决不离开
基督而独自工作，祂乃是把基督的一切显示给我们。
成圣的经验，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史中的一个确实而清晰的转折点；它并不是一
个信徒自己逐渐长进而进入的境界，乃是因与基督联合而获得的经验；
「神使祂
（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
（林前 1:30）
（摘用基督教澳洲华人宣道会联会）

灵修生活－陈列案件

南华清洁日

宣教工场支援

时间： 6 月 27 日（周日）崇拜后
请预留时间带上清洁工具，一同清洁教会。

上周主日，南堂华语堂在主日崇拜中共收
得$803.50 一次性捐献，作为对印度宣教事
工的支持。感谢乐意捐献的弟兄姊妹，并
请继续以祷告恳切记念在印度宣教的同工

约伯记二十三章 3 至 4 节
3“但愿我能知道怎样找到祂，我就来直到祂的台前，4 我必
在祂面前陈列（我的）案件，我的嘴要充满辩白。”
原文精要
陈列，这字是“摆列”、“摆阵”、“有秩序的排列”，常用
在军事上（士二十 22；撒上十七 8；代下十三 3）。在约伯记
中，指陈列证明来支持一个案件（伯十三 18）。
案件，这字的基本字义是“审判”与“公义”。
经文省思
听完以利法的话，约伯说他还有苦情与叹息（伯二十三 12），然后他说了以上的话。约伯心里愁苦，想找神直接述说，
在此，约伯把神看成是一位法官，他希望可以与神面对面的辩
论，在神面前，陈列他的案件，有一个公义的审断。约伯把自己
看成是受害者与被告，他自己已想好他的案件，因为“陈列”表
示事先的思想与计划。约伯知道若可以与神面对面，他的案件就
可以得到公平的审断，他相信自己是无辜被害，而神一定会听他
的案件。
今天，我们有没有一个案件希望
陈明在神面前？
（文章摘自“慧于神”,谢挺著）

第十一届世华圣乐领袖密集课程
时间：2021 年 7 月 9 日（周五）-7 月 11 日
（周日）
授课方式：线上密集课程
学费：USD20.00（6 月 20 日前)
USD30.00（6 月 21 日后）
报名截止：7 月 5 日
线上报名：www.waccm.com
详情请扫描二维码查询。

教会崇拜时间试行计划
南堂崇拜时间试行计划将于 7 月 4 日起实
施。南堂（英、粤及华语）的崇拜时间将
调整至上午十时正。7 月 4 日&11 日粤语堂
将如常在 324 正堂崇拜，英文堂会在 324
副堂崇拜，华语堂将在 41/6 Belmont Ave
（英文堂所在地）崇拜。7 月 18 日&25 日
华语堂会在 324 副堂崇拜，英文堂将回到
41/6 Belmont Ave 崇拜。请弟兄姐妹留意并
互相转告。

南华线上祷告会
时间： 6 月 25 日（周五）晚上 7:30
呼吁众弟兄姊妹齐来祷告，彼此守望！

D2B 第一场凝聚会
时间：6 月 20 日崇拜后（1:45pm）
地点：教会
欢迎参加过“从怀疑到相信”的学员们出
席

PAC365 差传奉献
2020-2021 之柏宣差传 365 将于 6 月 30 日
结束，去年华語堂之认献额为$6,531.70，
目前共收得$4,187.00，若有未完成奉献
者，请尽快完成！

上周主日奉献（财务年度 1/7/20-30/6/21；*差传信心 1/11/20-31/10/21）
奉献项目
什 一
感 恩
现 金
总计(经常费)
本地福工
PAC365
海外福工
教会器材
长期宣教基金
建堂基金
教牧培训
总计 (基金)
*差传信心*
爱心代转

合 共
$1,515.00
$300.00
$192.00
$2,007.00
$20.00
$205.00
$225.00
$105.00
$803.50

每周预算
$2,788.19

$2,788.19
$1.98
$125.61
$78.27
$4.54
$0.00
$306.23
$10.53
$527.16
$294.62

本年度至上周距离预算状况
($6,865.06)
($79.11)
($2,093.48)
($3,913.45)
($227.16)
$300.00
$9,293.74
($526.57)
$2,753.97
($6,86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