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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少君弟兄心声: 领家人到主跟前 – 从生活见证出发 
 

  兩周前读完了蔡师母关于领小孩子到主跟前的分享后，触动了我的联想，有感而发地思考福

音从家里成就的话题，因它的确是一个很贴身但常去回避的功课。我曾听到父子对话，说及世界

末日时，天真儿子所恐惧的不是死亡的来临，而是死后他到的地方找不到爸爸，也不知道要分离

多久。弟兄姊妹们，我们身为基督徒手拿天国入场券而主再来时却回望未信的亲人仍拒于门外，

我们会有多少自责和悔意呢? 

  我曾反问基督徒已经诚心认罪，悔改，得永生，为何还要活在当下，为口奔驰，时刻抵挡撒

但的试探 ? 倒不如大家早归天家，享受新天新地的永恒喜乐 ! 其实当我们信主接受圣灵掌管生命

后，我们就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去荣耀神  (罗马书 12 :1)，其中就是执行主吩咐的使命，努力领

未信的人早日得救，这才是神喜悦的生活模式。中国人一向抱着亲疏有别的理念，这样，传福音

就更理应从亲人开始了。 

  可是不少信徒不能否认向亲人传福音确有启齿之难，要不是怕被当面拒绝而造成将来关系尴

尬，就是担心自己力有不逮会令亲人更误解基督教，更甚的是因自己日常不敬的言行反被人诟

病。 最终大家就唯有找个借口 : 只是适当时候还未到，晚点吧 ! 多年前我读过一本很启发性的书 

「Chasing Daylight : How My Forthcoming Death Transformed My Life」，作者 Eugene o ' Kelly 是 KPMG 会计

师行的首席行政官(CEO)，出差的时候比留在家多。在他事业如日方中之际验出末期脑癌，人生马

上进入大概 100天的最后倒数，那时他才恍然大悟眼前成功的背后错失了很多与家人的相处和关

懐。所以他决定停止工作，在有限的余生中计划赶快与朋友，工作伙伴，同工同学碰面交代，而

在最末段最宝贵的的时刻重拾天伦，可是与家人共聚的日子已经寥寥可数。马太福音 16 章 26 节已

经教导我们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 

  弟兄姊妹们，谁能参透神的计划 ? 谁会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 ? 谁又可预计何日主再来 ? 神不期

望我们每个人要成就峰高伟绩，神只要求我们生活能蒙祂喜悦的，就是每天做个好见证的信徒，

以基督的心为心，用爱待人，我们的更新变化就是家人眼前的最直接最有效的传福音方法。我们

不用什么鸿图伟略，不等待什么适当时机，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罗马书 

8:28)。我们若能不断装备，常作见证，那么向家人传福音就不是一件催迫性的重担，而是我们每

天警醒悟身的温度计。中国人常说打铁还要自身硬，成人就必须自醒。认我们从今天习惯靠主加

力，多行好见证吧。 

上周六 (15/6) 和主日 (16/6) 敬拜出席人数     43 和 49  

上周三 (19/6) 祈祷会因举行会友年会暂停一次 

【 教會網頁】 

欢迎登陆我们的中文网重温教会的活动、聆听牧者的讲道录音 

www.epsombaptistchurch.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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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verary Avenue, Epsom, Auckland        电话:  09 – 630 6010     

华语部牧者：蔡宁牧师   021882638   dchoiebc6@gmail.com 

第一、三、五周六 7:30pm 青少年英语敬拜 第二、四周六 7:30pm 华英语敬拜 

主日 11:30am 华语敬拜 



 

 
 
 
 
 
 
 
 

 

侍 奉     周 六   (22/06)                主 日   (23/06)    周 六   (29/06)               主 日   (30/06)  

主席 Deacon Kristy Choi Deacon Willa Hui Judy Xu Tina Zhou 

敬拜 Katherine Fong 
Amanda Wang, Luo Wei 
Yu Xiao Xiao 

Li Ying 
Zhang Bo, Louissa Bao 
Lawrence Zhang 

乐手 -------- Gavin Yu -------- Gavin Yu 

读经 -------- Christina King  -------- Xiao Fang Fang 

讲道 Pastor Daniel Choi Pastor Daniel Choi Pastor Daniel Choi Pastor Daniel Choi 

儿童事工 -------- Deacon Kristy Choi -------- Deacon Kristy Choi 

音控 Brian Sajch Jason Huang Fan Bing Enzo Pei 

收/数点奉献 
Ling Ling Guan 
Judy Xu 

Xu Jiang Ping 
Leona Chan 

May Chen 
Sher Lee 

Bai Jun Ying  
Belinda Wong 

接待 Fan Bing 
Belinda Wong  
Xiao Fang Fang 

Brian Sajch 
Liu Ming  
Zhou Qing 

《 家事分享 》 

1. 在下周六晚双语崇拜的同时，亦有青少年团契聚会，于敬拜唱诗后在后堂有游戏时 

    间，并分组讨论，敬希出席参加。 

2. 在 14/7上午 11:30举行「主日华语敬拜四周年纪念」，备有特备感恩项目，敬拜后拍 

    照留念，接着在副堂爱筵聚餐同享主恩。欢迎出席感恩庆典。      

3. 在 21/7 主日华语敬拜中举行浸礼，六月底开始四课堂浸礼课程。愿意受浸者请联络蔡 

    牧师。 

4. 韦积福牧师和师母在 7/7主日上午 11时在副堂举行他们在教会作「牧会十周年」感恩 

    茶聚，备有庆祝蛋糕分享。诚邀华语会众出席分享，同谢主恩。   

5. 邵晨光博士 2019 新西兰（奥克兰）第十三届（华语）研经会，及克理神学院七月份密 

    集课程，详情请参阅报告板上的海报。 

恩 信 浸 信 会 中 文 部 一 周 华 语 聚 会 表 

周 三 祈祷会  晚上 7:30 周 四 
和平查经小组  上午 10:30 

圣灵果子妇女组（学校上课期间）上午 10:30 

周 五     
喜乐查经小组（东区） 

    晚上 7:30 

教会查经小组  晚上 7:30 

周 六     

华英双语敬拜   晚上 7:30（逢第二、四个周六举行） 

英語青少年敬拜 晚上 7:30（逢第一、三、 五个周六举行） 

信实青年小组  （逢第一、三、五个周六英语青少年敬拜 

    后举行） 

主 日     
仁爱查经小组  上午 9:30    

华语敬拜  上午 11:30           

良善青年英语查经小组  上午 11:30 

儿童主日学  上午 11:30 

恩慈粤语查经小组  隔主日下午 3 时 

《 代祷事项 》 

1. 请记念刚开始的周六晚「青少年英语敬拜」，求神赐智慧予牧者牧养年青的一代。 

2. 请记念 14/7「主日华语敬拜四周年纪念」的酬备工作。  

3. 请记念 21/7的浸礼，和考虑受浸的弟兄姊妹。 

4. 请记念出门探亲旅行的弟兄姊妹，求主赐下平安的脚步。 

5. 在变更的严寒天气中，求主保受众人身体健康。 



在 19/6 会友年会中议决：    

   (1) Michelle 董珂佳被选为教会司库； 

   (2) 通过蔡甯牧师的薪酬增加到每周五天，为 

         全职受薪牧者； 

   (3) 接纳 2019 - 2020 年度教会预算案（仍需 

         要作细调）； 

   (4) 接纳各项事工的报告，包括屋顶工程，启 

         发课程；  

   (5) 接纳 Andrew 赵少君、Anne 姚紫敏和 

         罗维成为本会会友。  
 

At the 19/6 AGM the following were moved and 
accepted: 
(1) Michelle Dong was elected as Church  
      Treasurer; 
(2) it was resolved to increase remuneration   
      of Pastor Daniel Choi to 5 days a week    
      (full time);  
(3) it was agreed to the 2019-2020 proposed     
      financial budget (with fine tuning to be  
      done); 
(4) reports on various church ministries  
      including Re-roofing Project and Alpha  
      Course were accepted;  
(5) Andrew Chiu, Anne Yiu and Wei Luo were  
      accepted as church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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