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道笔记 

讲题：一个问题 

经文：约翰福音 21：15-23 

 

 

 

 

 

 

 

 

 

 

 

 

 

 

 

 

 

 

 

事奉人员表 

5 月 28 日/ 6 月 4 日 

统筹：金义/ 洪鼎发 

主席：陈利龙执事/ 陈俊业牧师 

讲员：张贤才牧师/ 感恩见证 

领诗：邵克美/ 林彩虹 

司琴：Yvonne / Whitney 

招待：张玉苑/ 袁丽霞 

      石虹/ 张爱娟 

总务：洪鼎发/ 杨靓 

      傅绪琼/ 王芳 

音响：周萼/ 吴颖敏 

投影：许增福长老 / 陈林  

泊车：杨靓/ 金义 

司数：林彩虹/ 钱宗仪 

      钱宗仪/ 黄瑞兴 

聚会善后:许增福长老/洪鼎发 

    主日学大班: 章芙荣 / 章芙荣 

主日学小班: 袁丽霞/ 杨莉莎 

预备圣餐：-/ 陈美美 

圣餐襄礼：-/ 许增福长老、 

             陈利龙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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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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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对我们有什么要求？ 

“心灵安息： 49 日更新”计划（第四周） 

 

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要站在路上察看，寻访远古的路径，看哪一条是美善的

路，就走在其中；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走在其

中。』（耶利米书 6：16）( 

 

贼来了，不过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

丰盛。（约翰福音 10：10） 

我们已经以真理为基础，理解了神是我们安息的真正源头。然而，即使明白

了，我们还是很茫然生活中该如何应用它。在被日益繁忙的作息、家庭的责任

和工作的要求围绕之下，我们想知道这个观念究竟能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

活。大多时候，我们生活的前提是：耶稣期望我们在世上如何生活。因此我们

需要花一些时间，看看耶稣对我们的期望，祂真正说了些什么。  

这一周，用你安静的时间专注于圣经的真理上，来了解神对世人的期望。与其

自己推敲神会如何评价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不如花一些时间阅读圣经，看

看神借着耶稣和其他人所说的话，因为这与我们该有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在

你阅读祂的真理时，写下祂所赐下的智慧。 

注意：我们可能以为今天可以轻松跳过，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信息。请你

真正沈浸在经文中，并深深品味你所阅读的真理。不要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

然。求神重新对你说话。 

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你去见神不是因为他有用，而是因为他

的荣美。没有什么比发现神的荣美更有用的了。 

 

 

15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

翰（在太 16：17 称约拿）的儿子西门，你爱

我比这些更深麽？彼得说：主阿，是的，你知

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16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麽？彼得说：主阿，是的，你知道我爱

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17 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

麽？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麽，就

忧愁，对耶稣说：主阿，你是无所不知的；你

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18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

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

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

的地方。 

19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

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罢！ 

20 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

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

阿，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 

21 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阿，这人将

来如何？ 

22 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你跟从我罢！ 

23 於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

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

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 



灵修生活－在太阳下有分 

 

传道书九章 5至 6节 

4因为活着的人知道他们必死，死了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不

再得酬劳，他们的记忆也被人忘记。6 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

的嫉妒，也都消失了。他们在太阳之下所作的一切事，永远也没有

他们的分了。 

原文精要 

分, 这字再次出现，原指“产业”。“分”指被分出来的部分

（share,lot），可以是财产或物业。在传道书，特别指是神赐给

人的。 

经文省思 

  这两节连接上文，指出活着的好处。虽然人生充满无奈与苦难，

但只要人活着，他总知道一些事，例如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不能长

久，有一天会面临死亡。相反，死了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他不会因

劳碌而得报酬，死后别人也把他忘记。他们从前的各种情感，如

爱、恨、嫉妒，全都消失了，再也不能享受太阳照耀的温暖，在人

世间已没有分了。 

今天，你有什么忧愁、烦恼，和压力？要知道我们能在太阳下有

分就值得庆祝、值得喜乐。我们情愿有现今的

难处而不愿有见不到太阳的一天。让我们把握

今天，享受在太阳下我们有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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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00 $2,966.65 - 

 感 恩   $300.00   - 

 现 金 $265.70   - 

总计(经常费) $1,280.70 $2,966.65 ($25,718.81) 

 本地福工   - $34.97 ($841.45) 

PAC365 $55.00 $91.15 ($1,579.23) 

海外福工 - $40.80 ($642.19) 

教会器材 - $0.89 ($41.89) 

长期宣教基金 - $40.80 ($960.28) 

建堂基金 $170.00 $429.57 ($7,714.58) 

教牧培训 - $2.68 ($125.84) 

总计 (基金) $225.00 $640.86 ($11,905.46) 

*差传信心* $125.00 $146.73 ($1,490.19) 

singing sprouts - $0.00 $542.05 

爱心代转 $40.00 $0.00 $5,58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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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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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皓秋牧师或许增福长老 

“心灵安息: 49 日更新”计划（第四周） 

这一周（28/5-3/6）的灵性操练，用你安静

的时间专注于圣经的真理上，来了解神对世

人的期望。请详阅这週周刊封面之“陈牧心

底话”。 

家庭日 
为促进本堂会弟兄揭秘和慕道友的连结关

系，故堂会举办全家同乐的家庭日。期待和

欢迎家人们及慕道友携眷出席！ 

时间：6 月 5 日 11:00am-15:00pm 

地点：Churchill Park Rockingham 

活动：聚餐（每个家庭带一道菜分享） 

            儿童彩绘、夹气球游戏、寻宝游戏 

当天是公众假期，请提早抵达以便停车。 

清洁日 
华语堂将于本周主日（28/5）崇拜后清洁教

会。请大家预留时间，带上清洁用具一起来

清洁教会。 

感恩见证&圣餐 
下周主日(4/6)是圣餐及感恩见证主日。请弟

兄姐妹预备心，一同来感谢、纪念、领受耶

稣基督舍身流血的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