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路歷程   

        我家有儿初长成 

我家的大儿 Samuel，转眼之间就要高中毕业了! 作为爸爸

妈妈的我们，好像还没有准备好， 一切就忽然在眼前了。那天放学回家， 他郑重地

指着自己的校服说， “这是我最后一次穿这身校服上学了!”言语间充满了伤感， 不过

没过多长时间， 他又情不自禁地谈论着各种毕业聚会活动，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我

们从旁看他， 心情也像过山车随着他的情绪起起落落，不知是高兴多还是伤感多。 

            回想起这 17 年来，我们陪伴他的成长， 也可谓是尝尽人间酸甜苦辣，但是更

多让我们回味的， 还是神的丰富的恩惠。 记得我们曾向神祷告， 祈求祂能赐给我们

一个孩子， 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于是大儿出生了， 我们想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 于

是也给大儿起名 Samuel, 因为我们深信是神听见了我们的祷告。17 年以后， Samuel 

也为他自己的毕业校服而设计了“Heard by God” 的字样，来感谢神赐给他生命。在这

17 年中， 有许多事是我们要感恩的， 其中最大的莫过于在他 15 岁的时候， 圣灵感

动他， 他愿意接受主作他个人的救主， 像他自己在台东晨曦青少年戒毒村面对着和

他几乎同龄的孩子们所做的见证----他和那些参加戒毒的孩子们一样是需要上帝的怜悯

和拯救的罪人。我们很感谢神， 这是他信主以后在那么多人面前第一次用中文来作见

证， 虽然他说的结结巴巴， 但是他做了一件神喜悦的事。 Samuel 天性喜欢与人交往，

从来没有什么心理防线。 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为他在北区的一间教会学校报名排

上了队，希望上了中学能有一个相对好的环境，不会容易受到不好的人或事的影响。

但是到了他快升中学的时候， 我们接到通知因为报名人多那一年他不可能排到而入学。

我们一度很忧虑，但是很快神奇妙地为他开了另一扇门，有一间离家更近的教会学校

有位置可以接受他入学， 虽然这间学校以前并不是我们的首选， 但是我们在想

这是否就是神为他所预备的。经过六年的中学，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所学校的

确是神的预备， 非常适合 Samuel。六年下来， 他也很感恩， 上帝为他预备了

一间好的学校！令我们很感动的是毕业前夕， 他的 “班主任 “ 老师在给他的毕业

留言时祝他圣诞快乐，并写下了下面的话：亲爱的主， 我为 Samuel 祷告， 希望他能够： 

C- Cast all his anxiety on You because You care for hm.    1 Peter 5:7 

H-Humble himself before the Lord.   James 4:10 

R-Renew his mind.   Romans 12:2 

I-Be an Imitator of God.   Ephesians 5:1 

S-Seek first God’s Kingdom.   Matthew 6:33 

T-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his heart.   Proverbs 3:5 

M-Meditate on God’s Word.   Psalm 1:2 

A-Abounds in his love for God and His Word.   Ephesians 1:9 

S-Stand firm in his faith. 1 Peter5:6 

这些何尝不是我们做父母的愿意天天在上帝面前而为我们的孩子所做的祷告吗？虽然在我们的

眼光中，Samuel 在许多方面还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有时也的确让我们有很多的忧虑，然而就

像我们在天父的眼中不完全， 也时常让圣灵担忧一样。上帝对我们的爱却是不离不弃的。我祈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 并且像哈拿一样， 将孩子完全奉献给神， 

因为他本是天父的孩子。也正像 Samuel 的老师在那段毕业留言的最后说给他的话： 信靠上帝， 

祂在你的生命中有伟大的计划!  是的，上帝在每个孩子的生命中都有祂伟大的计划。 

教会今年还有八个孩子和 Samuel 一样高中毕业， 即将迈入人生新的阶段。求上帝帮助我们做

父母的，用我们的祷告天天来帮助和支持他们，让孩子们在人生的道路面临高高低低的时候永

远不偏离正路， 上帝必要在他们身上显明祂的奇妙作为。 

主內   趙佩松長老 

    

 

 

 

   

                   

日期 星期 時間 團契小組 聚會地點 

12/11 週日 11:00 慕道班 教會 

12/11 週日 12:30 粵語之家 陳劍亭 

弟兄府上 

12/11 週日 11:00 中區姐妹查經禱告 教會 

12/11 週日 11:00 北區弟兄查經禱告 教會 



                                                  
 
 

 

 

 

 

 

 

 

 

 

 

 

 

 

 

 

  布里斯本华人基督教会 

    怀恩堂周刊 

主历 2017 年     

11 月 12 日 

元月 29 日 
83 Ryans Road, St. Lucia Qld 4067 Australia 

     崇拜程序 崇拜时间：早 9：00-10：30 

宣召--- --- 詩篇 148:1-4 

赞美诗— 信實的神/我的心你要稱謝耶和華 

                   袮坐着為王/袮的愛不離不棄 

 禱告 

背誦使徒信經 

 主餐------ 十字架副歌 

奉獻/唱詩—獻己於主 

讀經------神怎樣愛世人 

证道------神怎樣愛世人 

背誦主禱文 

欢迎新朋友/家事分享/三一頌/祝福 

常在主里持守圣洁 

相爱服事遵守主道 

 

教会网址： cccbslc.org.au 

陈佳徳传道：0422188356                             

kiateck.tan@hotmail.com 

谢荣昌牧师：          

rch767@gmail.com                                        

 

教会财政： 

『願他們以感

謝為祭獻祂，

歡呼述說祂的

作為。』 

 —詩 107:22 

家事分享： 

1. 今天歡迎今天與我們一起敬拜神的新朋友，崇拜後請留步

享用茶點，讓我們更進一步彼此認識。 

2. 今天崇拜後 11點有慕道班，請準時參加。 

3. 2018 福音掛暦已運抵，崇拜後可以到外面購買，每份 6元 

4. 週三（15/11）早上 10點在教會有常樂團契，請弟兄姐妹

邀請朋友並帶一道菜來分享。 

5. 本堂学生团契 Unicell 将在来临星期六（18/11）举行

Thanksgiving 聚会，傍晚六点开始晚餐。欢迎所有高中，

大学生加入我们。详情请联络 Ray 弟兄（0455982294，

ybshin412@outlook.com）或 Uncle Richard 张文秋长

老。 

6. 請為正在考試的學生們禱告，求神賜給他們有健康的身

體，從上而來的智慧與能力。 

7. 請繼續為謝師母的康复，和身體有軟弱的肢體禱告。 

教会銀行及帳號：户名：Huai En Tang  开户行：National Australia Bank 

分行号码（BSB）：084424    账号(Account No.) :  396558819 

 

 

 

 

 22/10 29/10 5/11 

主日奉獻 $2710.55 $3795.95 $2842.20 

下週奉獻目標 $3239.00 $3169.00 $3216.00 

累积/不足 -$693.00 -$59.00 -$379.00 

特别奉献 

 

----------- ----------- ----------- 

 

崇拜事奉 本週主日 

11月12日 

下週主日 

11月19日 

崇拜事奉 本週主日 

11月12日 

下週主日 

11月19日 

崇拜主席 劉鐵讓弟兄 張雪松弟兄 證道 丁榮剛弟兄 許志平長老 

主領聖餐 郭俊峰長老 許志平長老 證道翻譯 楊達榮姐妹 陳柏顯弟兄 

音    樂 張曉龍弟兄 陳永強弟兄 司琴 郭力萍師母 陳潔兒姐妹 

司事 

 

馬志行弟兄 

卜昀弟兄 

Brett 

郭俊峰長老 

招待 

 

林淑卿姐妹 

林詩華姐妹 

曹力姐妹 

黃瑞義弟兄 

陪谈员 劉鐵讓弟兄 張雪松弟兄 读经 周群姐妹 曹力姐妹 

PA 控制 Dennis Anne 投影 

 

Jonathan Wayne 

预备圣餐 Daisy Tan 王晶姐妹 茶点安排 南區團契 南區團契 

 

mailto:ybshin412@outl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