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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灵诚实
来敬拜上帝

恩信浸信会



敬 拜









孩 童 祝 祷



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马利亚所生；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祂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祈 祷



读 经
罗马书 1:18-32



18 原来，神的忿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
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
人。
For the wrath of God is revealed from heaven against all 

ungodliness and wickedness of those who by their 

wickedness suppress the truth.

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
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For what can be known about God is plain to them, 

because God has shown it to them.

罗马书 1:18-32 (NRSV)



20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
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Ever sinc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his eternal power and 

divine nature, invisible though they are, have been 

understood and seen through the things he has made. So 

they are without excuse;

21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
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for though they knew God, they did not honor him as God 

or give thanks to him, but they became futile in their 

thinking, and their senseless minds were darkened.

罗马书 1:18-32 (NRSV)



22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Claiming to be wise, they became fools; 

23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
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and they exchanged the glory of the immortal God for 

images resembling a mortal human being or birds or 

four-footed animals or reptiles.

罗马书 1:18-32 (NRSV)



24   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
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
Therefore God gave them up in the lusts of their hearts to 

impurity, to the degrading of their bodies among   

themselves,

25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
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
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because they exchanged the truth about God for a lie and 

worshiped and served the creature rather than the Creator, 

who is blessed forever! Amen.

罗马书 1:18-32 (NRSV)



26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
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
For this reason God gave them up to degrading passions. 

Their women exchanged natural intercourse for unnatural,

27   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
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and in the same way also the men, giving up natural 

intercourse with women, were consumed with passion for 

one another. Men committed shameless acts with men and 

received in their own persons the due penalty for their 

error.

罗马书 1:18-32 (NRSV)



28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
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And since they did not see fit to acknowledge God, God 

gave them up to a debased mind and to things that should 

not be done.

29   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或
作：阴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
诡诈、毒恨；
They were filled with every kind of wickedness, evil, 

covetousness, malice. Full of envy, murder, strife, deceit, 

craftiness, they are gossips,

罗马书 1:18-32 (NRSV)



30   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或
作：被神所憎恶的）、侮慢人的、狂傲的、
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
slanderers, God-haters, insolent, haughty, boastful, 

inventors of evil, rebellious toward parents,

31   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foolish, faithless, heartless, ruthless.

32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
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They know God’s decree, that those who practice such 

things deserve to die — yet they not only do them but 

even applaud others who practice them.

罗马书 1:18-32 (NRSV)



讲 道
魏远聪 弟兄



神 发 了 ！！



神 发 了 ！

• 祂向谁发怒？1

• 祂为什么发怒？2

• 后果如何？3

• 我该怎样做？4



罗马书 1:18 - 32

原来，神的忿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
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
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
显明在人心裏，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
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
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
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
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
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
虫的样式。



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裏的情欲行污
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
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
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因此，
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
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
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
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
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
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
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
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
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
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揑造恶事的、
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
的、不怜悯人的。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
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
人去行。



• 祂向谁发 ？1



罗马书 1:18

原来神的忿 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
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
挡真理的人。



• 祂为什么发 ？2



• 祂为什么发 ？2

有人阻挡
真理



为什么神说有人阻挡真理呢？

先让我们看看神为人做了什么？
1.  神主动显明自己：

罗马书 1: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
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
显明。



为什么神说有人阻挡真理呢？

2. 神明明可知：
罗马书 1:20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

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
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
人无可推诿。

先让我们看看神为人做了什么？
1.  神主动显明自己：

罗马书 1: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
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
显明。





多 年 前 欧 洲
某 无 神 论 政 府

搅 宣 传 会











为什么神说有人阻挡真理呢？
再看看人做了什么？
“目中无神”，当祂“没到”：

罗马书 1:21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
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
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为什么神说有人阻挡真理呢？
再看看人做了什么？
“目中无神”，当祂“没到”：

罗马书 1:21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
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
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人还有做了什么？
宣称“上帝已死”

罗马书 1:22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自立“偶像”，取代上帝

罗马书 1:23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
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
虫的样式。



• 后果如何？3

神
如何对

阻挡真理的人
显明忿怒？



• 后果如何？3
神

如 何 对
阻挡 真 理 的 人

显明忿怒？

任凭他们！



兩个例子



我们现在处境是否也如此?

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裏的情欲行污
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
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
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
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
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
的报应。



John Key acknowledged that when he first came to this 

event nine years ago National had “one per cent of the 

support of the gay community”. But we’ve turned that 

around. I voted for gay marriage.

John Key 承认 9 年前当他第一次参加这项活动时，
国家党只給 “1% 的支持予同性恋社团”。但我们
已逆转情况，我投票赞成同性婚姻。



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世界！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
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
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
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
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
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揑造恶事的、
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
的、不怜悯人的。



『 没问题！大家都这样 ！』???

罗马书 1:32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

死的，然而他们 不 但 自 己 去 行 ，
还 喜 欢 别 人 去 行 。



神 发 了 ！

• 祂向谁发怒？1

• 祂为什么发怒？2

• 后果如何？3

• 我该怎样做？4



面对这样的世界，我们可以怎样？

罗马书 1:18   

原来，神的忿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
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
真理的人。

神的真理 :   
弥迦书 6:8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
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
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面对这样的世界，我们可以怎样？

神的真理 :   
罗马书 12: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
化…

以弗所书 5:16-17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
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信息总结 Summary

1.   神向人显明自己 God reveals Himself to   

people

2.   每个人都有机会认识祂 He gives us chance 

to know Him

3.   很多人故意选择否定神 Many people choose 

to deny God

4.   神就任凭他们的心陷入各种罪中 God let 

these people sink into different kinds of sin

5.   嚐尽各种恶果 and bear their consequences

6.   要緊贴神，不被这些人牽引 Stay close to 

God, not to be influenced by these people



回 应 诗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奉 献



请用银行转账方式存入奉献:

BNZ Bank  

02-0160-0048230-00 

Epsom Baptist Church
请注明奉献者名字和编号

以便发放奉献收据

奉 献
Offering



请用银行转账方式存入奉献:

BNZ Bank  

02-0160-0048230-00 

Epsom Baptist Church
请注明奉献者名字和编号

以便发放奉献收据

奉 献
Offering



奉 献 祈 祷



欢 迎
新来宾
寿星

周年纪念



家 事 分 享



奥克兰防疫第二级警报只允许10 人以下的聚

会。主日敬拜仍是以网上 YouTube 和 Zoom 进

行，盼望会众安留家里上网同心敬拜。各查

经小组也作 Zoom 网上聚会。教会会按政府指

引，在确实安全的环境下通知大家重启实体

聚会的日期。

《家事分享》



下 主 日 事 奉

主 席 Pastor Daniel Choi

敬 拜 Pastor Daniel Choi

读 经 Bai Jun Ying

讲 道 Pastor Daniel Choi

音 控 及 技 术 支 援 Stanley Tang



因疫情原故，周三祈祷会仍以 Zoom 举行，

欢迎本国和海外弟兄姊妹参加。

《家事分享》



教 会 一 周 查 经 聚 会

日 子 周 三 周 四 周 五 主 日 主 日

时 间 上午10点半 上午10点半 晚上7点半 下午1点半 下午2点半

地 点 Zoom Zoom Zoom Zoom Zoom

经 卷 马可福音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启示录 大卫生平

对 象
慕道/初
信

主內兄姊 主內兄姊 主內兄姊 主內兄姊

语 言 英语 华语 华语 华语 粤语

联 络
韦牧师
蔡牧师

蔡牧师 蔡牧师 蔡牧师 蔡牧师

备 注 ----- ----- ----- 隔周聚会 隔周聚会

《家事分享》



教会「成长之路」青少年培训课程在周二

实体上课。

《家事分享》



《家事分享》

下主日开始夏令时间，26 号（周六）睡觉
前请把时钟拨快一小时（凌晨 2 点拨为 3 点，
睡眠少了一个小时）



因疫情之故，“RICE Rally: This is My Revival”  

青少年布道会于 3/10 周六晚上 7-9:30 以
zoom  型式举行，届时请以下列连结参加：
https://us02web.zoom.us/j/84644960470?pwd=MnN

GU2VzRndzRFBzVFVkUXhWaUZkZz09

Meeting ID: 846 4496 0470

Passcode: REVIVAL

《家事分享》

https://us02web.zoom.us/j/84644960470?pwd=MnNGU2VzRndzRFBzVFVkUXhWaUZkZz09


上主日 13/9 华语敬拜重温：
https://youtu.be/WIGpQkyjjP8

教会网页影片集搜看：
http://www.epsombaptistchurch.org.nz/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

=article&id=576&Itemid=1246&lang=zh

《家事分享》

end

https://youtu.be/WIGpQkyjjP8
http://www.epsombaptistchurch.org.nz/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76&Itemid=1246&lang=zh


愿主天天以恩包围你
助你遵祂走信心的路

每日活在你心
保守你不犯罪

安心去 尝祂爱 常欢喜

【 天天尝主恩 】



祝 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