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甯牧师心声 : 成圣朝见主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
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
的…」（希伯来书 12:14-16) 

    这段希伯来书的经文特别谈的是劝我们要追求圣洁，就是向圣洁的目标迈进，若不能成圣

（即与世俗分别出来），就不能到神面前。「圣洁」不是一件东西，乃是一种生活态度和遥远

的路程。牧者提醒我们作信徒的应该在每日的言行、心思、态度中向圣洁的目标迈进、分别为

圣，否则这些朝见主的行动、如祷告与崇拜等，是不蒙悦纳的。在这段经文裡，牧者用了三次

「恐怕」( 原文是「不要」的意思），告诉我们追求圣洁过程上，不要让这三件事发生在我们

的生命中：失了神的恩典、存留毒根未除、信仰上淫乱和贪恋世俗！ 

1. 不要失去神的恩典：当我们的罪因耶稣基督的救赎被赦免了，本不应该得到的，但神却不

需要我们自己作任何努力就给我们的赦免，这就是恩典。神主动的恩惠祝福可比喻作一隻野生

的飞鸟，人们想方设法引诱它飞进自己的房间，但它不隨意。当它自愿的飞进来后，我们必须

十分谨慎，因稍微疏忽，可以轻易的导致它再飞出去！是的，当神的恩典丰满的给了我们后，

只要稍微不谨慎，就可能失掉它。追求成圣的基督徒不想失去神的恩典，就需要远离罪恶。 

2. 不要让毒根生出来：「毒根生出来」是在比喻坏的影响，能使我们不能保持圣洁其中的原

因。这社会的毒根实在太多了，议员政客失德地说一套做一套、教导人的却其身不正…等。虽

然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标准已经扭曲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信徒追求圣洁，必须不受坏榜样

的影响、效法这些坏榜样。 

3. 不要有淫乱和贪恋世俗：淫乱和贪恋世俗都是属于肉体的问题，圣经用以扫作例子。以扫

出卖长子名份的故事记载在创世记二十五章。他为了让肉体马上得到满足，就轻看出卖影响他

将来巨大权益的长子名份。后来虽然后悔，在老父面前哭啼，但已不能挽回他原本的权益了。

人为了要满足肉体的私慾而失去理性、讲出夸大的话、做出违背常理的事而得罪神，私慾确是

追求圣洁的障碍。我们要用自己属灵的能力去管理属肉体私慾的部分，不是禁慾，却要靠主克

服它，不要让属肉体的亏损我们的灵命。在这条长远成圣路上，小心被它绊倒而后悔莫及。 

    总之，当依靠神，求祂帮助我们远离罪恶，以免失去神的恩典；当面对向下沉沦的世界道

德观时，不要跟著把圣洁的标准降低；不要屈服在肉体的试探中，免得失去更大的祝福！ 

【教会网页】 

欢迎登陆我们的中文网重温教会的活动、聆听牧者的讲道录象、录音和下载讲道幻灯片  

www.epsombaptistchurch.org.nz 

恩 信 浸 信 会  EPSOM BAPTIST CHURCH 

4 Inverary Avenue, Epsom, Auckland 电 话 :  09 – 630 6010 

华语部牧者：蔡甯牧师 021882638  dchoiebc6@gmail.com 

主日华语敬拜 11am  (疫情間係，网上直播） 

        周六华英语敬拜 7:30pm（暂停，重播上主日网上敬拜） 

奉献请用银行转账方式存入教会银行户口 : BNZ Bank  02-0160-0048230-00  Epsom Baptist Church 

並请注明奉献者名字和编号，以便发放奉献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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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 日敬 拜(2021 -9 -12)  

主席  Willa H 

领诗  Vivian L, Anson C 

司琴  Cheri C  

读经  Xiao Fang Fang 

讲道  Pastor Jeff W 

传译  Christina W 

儿童 主 日 学  Kristy C, Katy C, Lydia Z 

音控  Andrew C 

技术 支 援  Stanley T 

收/ 点奉 献  Crystal L, Li Ying 

接待  Xu Jiang Ping 

《 家 事 分 享 》 
1.在 17/8 执事会中韦牧师已向教会执事提交了辞职信（參附件）。 

2.  15/9 周三晚上 7:30 举行会友季会，恳请会友务必出席，关心、了解、并商谈其中一项重 

     要议题：主任牧师韦牧师的离任，并跟进的工作。 

3.  教会侧的宿舍 Trinity House 现分别有四间房以及另外的 2 房全套房单位出租，大家或认识 

的亲友如有意租住，可直接与许师母 Willa 联系。 

4. 基督教心桥网上书房正式启用，欢迎点击 www.bridgetoc.co.nz 直接参观选购，在疫情 

中找到灵里的绿洲。 

5.  因纽西兰继续第 4 级警戒，故此取消「冬日雪山爱心游」。请参加的弟兄姊妹联络心 

     桥查询全额退款方法。 

6. 重溫 29/8 上主日华语敬拜内容的网址- https://youtu.be/YsV1yxDzPTQ 

《 代 祷 事 项 》 
1.为本国政府能果断地对疫情作出四级警戒而感恩，盼望病毒能被控制，早日恢复正常！ 

为受感染的民众康复、也为众肢体身心灵都健康平安，为主多作见证传福音！ 

2. 请为数位姊妹的腰部和膝盖不适代祷，求上帝施恩怜悯，减轻不适和痛楚，各人得到有 

效的医治方案及适当的照顾。求主记念现仍在海外的会友，和在国内及国外求学肢体的 

孩子们，愿上帝赐他们智慧，并保守生活平安健康，与神有美好关係。 

3.为教堂维修翻新工程代祷：前门大玻璃加彩色效果贴膜，小屋顶翻新。为未来的维修计 

划代祷:教会厨房翻新，为防水强化屋顶和窗，旅舍加排气扇等。 

4. 为各查经小组的发展和深化代祷，為青少年的兩個小組守望并在当中有美好的分享和 

牧养。更求主兴起合适的领袖来协助带领各小组。也请为青少年人正在家中网上上课， 

并于九月考校内模拟试和之后的公开试代祷！ 

5.继续为心桥基督教资源共享中心 Bridge to C Ministry 代祷：因疫情警戒，书房被迫暂时关

闭，记念同工在家中工作联络。也为网上销售平台这两天能顺利开放代祷！ 

6.为世界的动盪不安祷告：继续为阿富汗这个国家因更换政权引发的难民潮、极端塔利班

对基督徒的压迫等代祷！同时也为新冠疫苗能尽快和普及施打，遏止疫情的漫延。更求

主使居民得救和安慰，也让福音藉救灾而广传，叫人归主得平安！ 



公布韦牧师的辞职 - 蔡甯牧师 

 

在最近的一次执事会(8 月 17 日)中韦牧师向教会执事提交了辞职信

。函件内容如下： 

 

**************************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辞呈恩信浸信会主任牧师职位 

 

我怀着難捨的心情写信來辞呈恩信浸信会主任牧师的职務，并期

望任期在 2022 年 1 月底結束。我知道期間还有五个半月的时间

，但我想预留足够的时间来执行需要处理的事宜。 

 

Margaret 师母和我打算在坎特伯雷退休定居，伴隨我们同行的

將會是美好的回忆和深深的谢意，就是对组成恩信浸信会的美好

会众和充满爱心的社群的深切感谢。 

 

怀着爱和关怀， 

在基督里你的弟兄， 

 

韦积福牧师 
 

 
 

Announcing Pastor Jeff’s resignation 
 

Pastor Jeff has submitted a letter of resignation to the church deacons 
at our last Deacons’ Meeting held on August 17th. This is what he 
wrote: 

 
Pastor Daniel Choi 

 
***********************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Resignation from position of Senior Pastor, Epsom Baptist Church 

 
 

It is with sadness that I write to tender my resignation from the 
position of Senior Pastor, Epsom Baptist Church. I wish to finish at the 
end of January 2022. I realise that this is yet five and a half months 
away, but I am wanting to allow sufficient time for necessary tasks to 
be undertaken. 
 

Margaret and I intend to retire to Canterbury. We will go with fond 
memories and a deep appreciation for the wonderful people and 
loving communities that make up Epsom Baptist Church. 

 
 

 
 
With my love and care, 
Your brother in Christ, 
 
Pastor Jeff Whittak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