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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呢？难道是患难么？是困苦么？是逼迫么？是饥饿

么？是赤身露体么？是危险么？是刀剑么？”（罗 8：

35）。这些都不能！“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

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

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

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罗 8：37－39a）。最最根本的原

因是“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馀

了”（罗 8：36)。靠着这样大有能力，爱我们到死并且

胜过死亡的主耶稣，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也可以得胜

有余。 

 

       然而，弟兄姐妹们当谨记：有一样东西会使我

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罪，不信神的

罪，不信耶稣是神儿子的罪。这样的罪是我们不信祂为

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不信祂为我们的盼望已经从

死里复活。这样的罪当然会使我们与神隔绝，与神国和

基督无份，与神的爱就隔绝了，因为“这爱是在我们的

主基督耶稣里的”（罗 8：39b)。 
 

          切切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不仅在面临目前不幸

的考验中，而且在将要遇到的各种考验中，持守并更坚

定我们对神对基督的信心，因为在基督里神的爱不离不

弃！ 

 

 

主内   

许志平长老 

 
謝牧師註：馬太福音第 7 章第 7 節「祈求就給你們、尋

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順著上下文看是耶穌教

導世人要祈求神國降臨、要遵行神的旨意，因為這樣的

人必尋見永生之道，神為他們開啟神國之門。上文馬太

福音第 6 章第 9 節到 13 節主耶穌教導世人應如何禱告

祈求。下文第 7 章第 13-14 節耶穌教導世人要走永生之

路，進神國之門。一般人只求地上的需用，卻忘了求天

父要給祂兒女最好的東西，就是重生我們的聖靈（路加

福音 11:13）、永生（從第一次靈的復活到耶穌再來時

領受屬天榮耀不朽壞的身體）、天國（包括在地如在天

的應許和天上更美的家鄉）。 

 

 

                         家事分享 

 

 

1. 歡迎今天與我們一起敬拜神的新朋友，會後請留

步享用茶點，也讓我們更進一步認識您。 

 

2. 感谢神！家庭营的预备正在经行中。感谢弟兄姐

妹的踊跃报名。请为自己以及参加的福音朋友祷

告（健康、聆听神的话)。请为家庭营的同工代

祷，求神赐我们智慧，安排所有的营会事项（住

宿，活动，等等）。求神使用家庭营让我们活出

基督的样式。请我们 9 月 30 在 QCCC 

Tamborine 见！ 

 

3. 下週（25/9）主日崇拜後 11 點在樓下有成長

班，歡迎剛完成慕道班的朋友們參加。 

 

4. 2/10 主日由於懷恩堂有家庭營，所以沒有中文崇

拜，當天弟兄姐妹可以參加英文崇拜。 

 

5. 感謝弟兄姐妹對 Johnson 長老一家的代禱和支

持；雖然肉體的痛苦和虛弱，但 Johnson 長老的

內心卻有從上而來的平安。尤其當聽到弟兄姐妹

為他獻唱詩歌，更是令他感到無比的喜樂。雖然

不能用言語來表達，卻是用一顆禱告的心和大家

口唱心和來敬拜神。 

11/9 主日崇拜後許多弟兄姐妹和遠在台灣的牧師

師母同心合意為 Johnson 長老禁食禱告，在醫院

病榻上的長老也與大家一起在神面前傾心吐意：

節錄如下：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祢让那么多的弟兄姊妹为我祷
告，感谢称賜我那么好的家人，我觉得自己不配，
求神赦免我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雖然我们都不
知道在地方有多少日子，但願我们都不要忘记为主
做美好的见证，把福音传给更多朋友，让他们也能
有永生的福气。也求主賜给我们教会成为明亮的灯
台，保守众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兴旺神的家，尤其有
小朋友的要用神的话教導他们，使他们成長满有基
督的身量。将一切榮耀归给天上的阿爸父神，阿
门! 

 

 

 

 

 

。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这几天教会的弟兄姐妹正经历着一次信

仰的考验 － 信徒的生老病死与基督的爱。

英文堂的 Philbert 弟兄突然去世；怀恩堂的

Johnson 长老也因肺癌及引起的不良反应住

进医院。我年老的父亲因贫血住进医院的重

症病房，让我心神不定。在弟兄姐妹和亲人

面临重病甚至生死的关头，我们该如何面

对，如何思考我们的信仰呢？ 

 

          初次经历这样的考验，或许一些弟兄

姐妹很难理     解神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发生

在基督徒身上，进而怀疑我们的信仰，就像

耶稣在十字架上问的：“我的神，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可 15：34）。 似乎基

督的爱不在我们中间了，信祂也没什么用。 

在这样的考验中，或许一些弟兄姐妹认为我

们就凭着信心来祈求，神一定会医治我们的

弟兄姐妹，不再让这样的考验临到我们，因

为深信耶稣的应许，“你们祈求，就给你

们”（太 7：7a）。然而一旦耶稣没成全我

们祈求的，就会像前面一种的弟兄姐妹，怀

疑我们的信仰了。 
 

    我承认，我也理解不了神为什么会让这

些不幸的事发生在基督徒身上。但我深信，

神的爱一直就在我们中间，而且我们每个人

都亲身经历着。Johnson长老和家人在这长

达两年的病痛中，已经将对神的信心在我们

众人面前活出来了；我们弟兄姐妹近两年来

有声无声的祷告和爱心的支持，已经将基督

的爱活出来了。“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 

 

           

 
         



 

 
 

 

 

 

 

11/9/2016 
 

一般奉獻： 

  

 

$2773.00 

  

       

下周奉獻目標： 

 

 

累積/（不足）      

+2171.00 

$2995.00 

  

 
 

 

崇拜事奉 本週主日 下週主日 

崇拜主席 黃瑞義弟兄 馬良駒弟兄 

證        道 道書林弟兄 趙佩松長老 

證道翻譯    黃國城弟兄    黃國城弟兄 

主領聖餐 陳佳德傳道 趙佩松長老 

司        琴 黃芷心姐妹 郭力萍師母 

司        事    袁傑弟兄 金永剛弟兄 

    張正昂弟兄    孫興中弟兄 

點算奉獻        袁傑弟兄    金永剛弟兄 

音         樂    郭力萍師母    蔡嫦娣姐妹 

招         待    張雪松弟兄    陳劍亭弟兄 

        趙霞姐妹    彭美嫦姐妹 

預備聖餐        王晶姐妹        林太太 

茶點安排        西區華語       西區華語 

投影控制 宋猛利弟兄 羅福成弟兄 

 
 

9 月 25 日 星期日 17:30 北區婚姻 

小組（一） 

馮黎 

弟兄府上 

9 月 18 日 星期日 17:30 北區婚姻 

小組（二） 

翟紅霞 

姐妹府上 

9 月 25 日 星期日 11:00 成長班 教會 

『願他們以感謝

為祭獻給他，歡

呼述說他的作

為。』 

 詩 107:22 

 謹慎自守    警醒禱告 

     

 切實相愛     忠心管家 

2016 年 9 月 18 日 

謝榮昌牧師 

手機   0411-571-303 

電話   3172-0693 

電郵   rch767@gmail.com 

 

 

陳佳德傳道 

手機    0422-188-356 

電話    3273-7208 

電郵    kiateck.tan@hotmail.com 

崇拜時間   09:00-10:30 

地址   83 Ryans Road, St Lucia 

電話   3371-7589 

網址   http:// cccbslc.org.au 

Huai En Tang 銀行分行號碼及帳號：National Australia Bank  

084424-396558819 

 

 

 

 

靜    默 

宣    召----------詩篇 104：31，33-34 

贊美詩----------耶穌不改變 

                        我的心哪 

                        除袮以外 

           

禱告 

主     餐------- 十字架副歌 

證     道--------聽道與行道---在主裡成長 

經     文--------雅各書 1：19-27 

回應詩--------生命之道 

家事分享 

三一頌/祝福 

mailto:rch767@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