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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醫生用了非常精彩的話描寫庇哩亞人：（使徒行傳 17: 11-12 ）
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
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
所以他們中間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貴的婦女，男子也不少。
庇哩亞屬於歐洲馬其頓的一座城，離帖撒羅尼迦西南一百
五十哩，這地方四圍儘是平原，水清土沃。在主前三百
年，這地方已很有名聲。保羅第三次佈道時經過這裡。路
加說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究竟怎樣賢法？就
是他們的心。
一．甘心：不是出於勉強或被逼，而是「甘心」受教。有些人並非甘心情願去教會，而是逼於無
奈，被家人、環境、情侶所逼而不得已跟隨；但庇哩亞人卻是甘心樂意。
二．領受的心：甘心查考聖經是一回事，但還得要有「領受」的心，而不是專門在聖經中找錯處，
並存著不順服的心，不肯服聖經的權威，這就是沒有領受的心。
三．恆心：他們是「天天考查聖經」，這就是恆心。讀經不能一暴十寒；天天恆心查考，才能查出
味道，查出真理，查出寶藏。查考聖經若沒有耐心就不能明白。正如作科學研究，是需要有極大的
耐心，才能研究出成果；研究聖經沒有捷徑可走，一定要花工夫。中國著名佈道家王載博士有一句
座右銘：「不讀聖經，不進早餐。」他一生將聖經讀至滾瓜爛熟，難怪神這麼重用他。恆心可說是
成功之母。
四．謙卑的心： 查考聖經的目的就是「要曉得這道」。今天有許多高級知識分子，自以為學問淵
博，認為聖經道理太膚淺，不肯謙卑接受。卻不知聖經是神的話（啟示），其實深奧無比，許多聖
經學者窮畢生之力，也不能窺其堂奧，越研究就越覺得神的話語深不可測。庇哩亞人研究聖經就是
要曉得這道，多麼謙卑的心。
五．分別是非的心：「是與不是」，這是分別是非的心。聖經廣義上說，是神的話；但狹義上說，
裡面不儘是神的話，裡面也記載了人說過的話，更有撒但說過的話，如果沒有分別是非的心，就會
錯解聖經的意思，甚至斷章取義，誤導一生。庇哩亞人研究聖經不是一味盲從，而是要知道這
「道」是與不是，這是非常正確的研經態度。
六．信心：庇哩亞的人比較開明，表示他們的思想自由，不被偏見所束縛。對於保羅所宣講的信
息，他們不只用耳朵熱心聽而已，而且也用心地去查考聖
經。此種熱心的結果是「所以他們中間多有相信的」。 而
且那些相信接受的人，「有希利尼尊貴的婦女」，及尊貴的
人，有學問的人，而不是愚夫愚婦。此外「男子也不少」。
對上流社會的人或當時以男性為尊貴的社會來說，信耶穌釘
十字架的信息是不可思議的反常舉動，除非福音裡有尊貴的
特質，否則人是不會如此做的；也就是說沒有人會願意去相信那被判刑釘十字架的耶穌為救主。
使徒保羅在寫給提摩太的書信中有這句話：「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
耶穌，有得救的智慧。」（提後 3:15）巴不得今天每一個信徒都能傚法庇哩亞人，能有上述的六種
心，成為有神話語為生命中心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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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週年大會議程，特别動議背景資料，教會年報，及 Eva Wong 的資料等，
已於上星期日開始派發。如未領取，請各會員家庭在司事桌上索取。如上星期
日已領取教會年報，若發現有頁數錯漏，請把該年報交回任何一位執事，並在
司事桌上領取另一份年報。亦歡迎會員(及非會員)索取年報電子版，請電郵教
會幹事鄭許之琰姊妹索取 (Email: wsccc@optusnet.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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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自動轉帳（經常費）：WSCCC General Fund: BSB 082 080; Acc. 48 243 6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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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事故不能出席 9 月 24 日之週年大會，而又希望參加該天的投票，可與任何
一位執事或教牧同工聯絡，領取一份 Proxy Form (委任選票) ，填妥後按指定日
期之前交回。
6.

CPM 英語兒童三福訓練班《International Hope for Kids》training class for children
教導兒童清楚福音信仰並装備去傳福音。地點：借用 CP10（主日學課室樓上），
請從 Violet St -CP10 正門入口。日期時間：23/9/2017 周六 9am-3pm；24/9 主
日没有課堂，休息一天。25/9-29/9 周一至周五 9am-2:30pm。已報名的 11 位兒
童，請家長届時带你们的小孩子來上課，全部訓練共 12 課堂加上最後一課是小
孩子實習 OJT（一對一向當日邀請來的小朋友傳福音）。請為此代禱。如有疑
問請與 Wendy Sin 聯絡 0423 383 280。

7.

禱告中繼續記念母會張麗婉姊妹的病情，她依然加護病房接受密切觀察；因主
的慈愛和憐憫，求神除去她心中一切的憂慮，支取主的應許在療癒中得享平安
和力量，並祈求醫治求的主，加速麗婉姊妹康復的過程。

主日崇拜須知：
(1) 除不得已外，絕不遲到早退； (2) 安靜默禱，預備心靈敬拜神；
(3) 同心唱詩讚美，同聲說阿門； (4) 專心聽道，樂意行道； (5) 會後分享相交，代禱服事

會務報告
1.

主裡衷心歡迎新朋舊友來參加主日崇拜，願主賜福與你。亦歡迎和感謝丁淑明牧
師來為我們證道。會後請留步享用茶點和愛宴午餐，彼此團契。

2.

凱登園華語堂禱告會於每月第四個星期三晚上 7:30 舉行，請弟兄姊妹積極參加。

3.

請繼續為 CPM 堂尋找牧者禱告。

4.

凱登園華語成人主日學課程如下，請弟兄姊妹積極參加。上課時間為每主日 9:00
課程：塑造主生命：門徒訓練：品格篇 導師：林寳順弟兄，曾秀恩姊妹
課程：舊約導論
導師：冼鳳珍姊妹
課程：一步一步學阿摩司書
導師：何素娥傳道，馮穗豐姊妹
另外，凱登園華語堂有三個查經小組，詳情如下：
(1) Summer Hill 小組，每月逢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五晚上，請聯絡何素娥傳道
(2) Hurstville 小組，每月逢第四個星期五晚上，請聯絡林寳順弟兄
(3) 青年團契，每月逢第二及第四個星期六

5.

執事會通告：本年度之會員週年大會將於 9 月 24 日 (星期日) 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在正堂舉行。屆時亦將會由會員投票決定三項特别議案：(1) 接納執事會提出有
關「教會發展計劃」中為兩個堂址進行大裝修的動議；(2) 委任 Eva Wong 為
Strathfield 兒童事工統籌 (部份時間) ；(3) 在 2018-2019 年度的執事選舉中，增
加執事人數至 18 位 (即每個「語言會眾」Language Congregation 有 6 位執事代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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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祢的言語；
我趁夜更未換將眼睜開，為要思想祢的話語。
（詩 119:147-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