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3 月 19 日

2017 年 3 月 26 日

2017 年 4 月 2 日

讀經

約翰福音 4:7-15, 20-24

撒迦利亞書 6:9-15

詩篇 24:1-10

講題

信教或是信神？

誰是「大衛的苗裔」？

榮耀的王

講員

蔡沛良牧師

羅勵鵬牧師

麥伯全牧師

主席

早堂：凌曾淑安姊妹
日堂：鄭慧溢弟兄

早堂：鄧志雄弟兄
日堂：洪智傑弟兄

早堂：陳愛華姊妹
日堂：羅紹光弟兄

司琴

早堂：陳林爾微姊妹
日堂：Eva Chu 姊妹

早堂：陳林爾微姊妹
日堂：鄧思銘弟兄

早堂：趙子頌弟兄
日堂：鄧思銘弟兄

領唱

早堂：黄陳蔚綺姊妹
日堂：Sylvia Ip 姊妹

早堂：黄陳蔚綺姊妹
日堂：薛永廉弟兄
粤語堂詩班

早堂：蔡陳中慧姊妹
日堂：蕭摩西弟兄
左天珮組

聖餐
司事

日堂：Maurice Cheng,
Carrie Tang, Richard
Chiu, Mirane Pang

茶點

早堂：Romanna Poak &
Nan Chan
日堂：Harry Law 組

早堂：Tania Ko &
Cathy Wen
日堂：Jack Lai 組

早堂：待定
日堂：Alice Lo 組

數點
獻金

Leslie Lee, Lily Shen,
Yue Zhang

Leslie Lee, Lily Shen,
Carrie Tang

Kris Tan, Frank He,
Jack Lai

-----

早堂：Jandy Ling,
Yvonne Lau, Vickie Kau,
Kit Ling

外界消息
1. 恩道基督協會將舉辦「聖經專題講道會」；主題：紛亂歪謬時代中的「惟獨聖
經」，由朱光華牧師粵語主講。地點：St. Annes Ryde Anglican Church (42 Church
Street, Ryde)。培靈會：31/3 日晚上 7:30-9:30，門票：每位 $5。講道日會：1/4 日上
午 9:30-下午 4:00，門票：每位$20。請於網上訂票 www.lcca.org.au 或電 0423 836270
訂票。（詳情可參看海報或司事桌上單張）
2. 澳洲家庭更新協會與華澳浸信會展愛堂合辦「吳宗文牧師雪梨粤語親子公開講
座」；日期：4 月 8 日（4:30pm-6:00pm），有關詳情，請參看上星期所派發之附
頁。
為支持教會的運作，弟兄姊妹們除了每週把奉獻放在奉獻袋中，亦可以用
銀行轉賬的方式為教會的常費
常費作出奉獻支持，教會的賬户資料是：
常費
Account Name: WSCCC BSB: 082 080 Account Number: 48 243 6244

粵語堂主日
粵語堂主日崇拜程序
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九日
早 堂:
序 樂
始禮聖頌
宣 召
祈 禱
敬拜詩歌
代 求
頌讚詩歌
頌讚詩歌
讀 經
講 道
回應詩歌
奉 獻
祈 禱
心志詩歌
心志詩歌
讚 美
祝 福
家事報告
默禱散會

上午八時四十五分

日 堂:
上午十時三十分
序 樂
主在聖殿中
始禮聖頌
主在聖殿中
約翰福音 4:23-24
宣 召
約翰福音 4:23-24
祈 禱
180 郇城歌
敬拜詩歌
12 神聖純愛
400 主活在我心
9 愛主的人齊來
代 求
約翰福音 4:7-15, 20-24 讀 經
約翰福音 4:7-15, 20-24
信教或是信神？
講 道
信教或是信神？
398 全所有我獻與耶穌 回應詩歌
146 恩典出口
奉 獻
祈 禱
255 我時刻需要祢
讚美詩 94 痛哉！主血傾流
聖餐詩
三一頌
聖 餐
讚 美
三一頌
祝 福
家事報告
默禱散會

教會異象：
教會異象：神的子民，
神的子民，紮根成長；
紮根成長；宣講福音，
宣講福音，直等主來
教會地址：90 Homebush Rd. Strathfield, 2135.
電話：9746-6964 9746-1575 9746-1597
電郵： info@wsccc.org.au
網址：www.wsccc.org.au
傳真：9746-6600
主理牧師：羅勵鵬牧師 (Rev. Frankie Law) (0416 217327)
粵語堂：羅勵鵬牧師(帶領牧師），蔡沛良牧師 (Rev. Andrew Choy)(部分時間）(0411 774894) ，
馮慧群傳道(Deaconess Fiona Fung）(部分時間）(0410 311011)
Strathfield 英語堂： Rev. Ariel Kurilowicz（部分時間）(0411 161822)
Rev. Keith Noldt（駱德傑牧師，部分時間）(0414 534851)
Pastor Andrew Bardsley（青年事工傳道）(0434 968551)
CP@10 英語堂：Rev. Chadd Hafer (0401 447765)
國語堂：邱國煌牧師 (Rev. Dominic Ku) (0420 335655)
部分時間兒童事工統籌：Ms Liza Mihardja (0406 363067)
部分時間教會幹事：鄭許之琰姊妹 (Mrs. Gigi Cheng) (0414 585161)
部分時間教會事工助理：吳芷茵姊妹 (Miss Bithiah Ng) (0423 838182)

家事報告

定期聚會

1. 歡迎參加今天主日崇拜聚會，如是初次赴會者，請將來賓咭填妥，交給司事員，以
便日後聯絡。

本週粵語堂各項聚會如下﹐歡迎參與：

2. 上 週 統 計

星期日早上
星期日早上
星期二早上
星期二晚上
星期三晚上
星期四早上
星期五或六晚
星期六早上

3. 門徒訓練班繼續於今天 1:30pm-3:30pm 在副堂舉行，敬請各學員留意。
4. 為使粤語堂能更有效地推行關顧事工，我們有需要重新去建立一個更新和更完整的
「通訊資料庫」。請填妥上星期所派發之「通訊資料」表格（或在司事桌上索
取），於三月底前把表格放入禮堂後的「通訊資料」表格箱内。
5. 馮慧群傳道的就職禮已定於 3 月 26 日 2:00pm 在正堂舉行，會後並薄設茶點，歡迎
各堂弟兄姊妹參加，以表示對馮傳道在「西雪」事奉的支持。
6. 由「維道關愛服務」(We Do Care) 主辦，粵語堂協辦，於 3 月 25 日 (2:00pm-4:00pm)
在教會正堂舉行公開講座；講題是「怎會如此？」(粵語及英語) 。有嘉賓講員柯道
生先生；分享他二十歲時因患重病而導致雙目失明，藉著神的大能，克服了一連串
的苦難；並有蕭松石先生，分享他二十一歲的兒子，從嬰兒時期因大腦損傷而導致
嚴重殘障，作為一位照顧殘障者，他那不尋常的經歷。歡迎邀請傷健人士及其家人
參加此公開聚會。
7. 「全人福音」主辦的信仰興趣茶聚，將於今月第四個星期六 (25/3 日) 10:30am12:30pm 在兒童主日學禮堂舉行，内容是分享啟發新世代系列之「耶穌係邊個」。
歡迎弟兄姊妹們邀請初信主或未信主親友參加。附設有茶點招待，查詢請聯絡
Suzana Chan 姊妹（早堂）或 Rocky Foo 弟兄（日堂）。
8. 馬太晚會將於 4 月 1 日（星期六）晚上舉行【耶穌的受難與復活】聚會，有關詳情
請參看附頁。報名請與鄧芳姊妹 (早堂) 或 Rocky Foo 弟兄 (日堂) 聯絡。
9. 本會差往台灣的宣教士陳偉國牧師一家，將會在七月回雪梨有一年述職的時間。陳
牧師希望弟兄姊妹的協助，能找到一所有兩睡房的住所租住。如大家知道有類似間
格的住所出租，請與差傳部鍾沛霖 (Eric Chung) 弟兄聯絡，(手機: 0411 022668) 。
10. 全教會聯合祈禱會將於 4 月 5 日（星期三）8:00pm-9:30pm 在副堂舉行，此次聚會將
由凱登園華語堂負責，請各堂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11. 又粤語堂崇拜委員會 (CWC) 亦定於 4 月 7 日（星期五）7:30pm-9:30pm 在主日學禮
堂舉行每季一次之 CWC 祈禱會，請各 CWC 成員預留時間參加，以達致彼此團契，
交通、支持、代禱等的果效。

8:45 或 10:30
9:00 或 10:30
10:00
7:30

主日崇拜
福音班﹐栽培班﹐成人主日學各班
遊戲小組 (Play Group)
「乒乓波」團契外展活動
（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二晚上在教會舉行）
8:00
教會禱告會（每「雙月」第一個星期三晚上舉行）
10:30
婦女團契（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四早上在教會舉行）
7:30
各區牧養小組（在不同會友家中）
10:00
迦勒團契（每月第一個星期六早上在教會舉行）
4 月 1 日聚會為
日聚會為「人生舞曲一樂也（
人生舞曲一樂也（二胡樂）
二胡樂）」，由邱家輝傳道主領

婦女團契聚會 之 生命教育講座 -「安樂死的爭議」
安樂死的爭議」
日期時間：4 月 6 日（星期四）上午十時卅分
主講：陳偉雄牧師 (Rev Jackie Chan)，康恩關懷中心總幹事
內容：從安樂死的爭議思想 (1) 可以讓我早點死亡嗎？ (2) 自殺？紓緩治療？
講座費用全免；還有詩歌音樂，會後並有茶 招待。歡迎各界人士（包括男士）邀請親
友參加。

禱告事項
1.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
事。』」（亞 4:6）在每天繁忙的生活中，我們也會感到疲乏、軟弱；雖然我們已盡
力向上行，可是多少困難、攔阻，接踵而來，使我們筋疲力盡。感謝神！主耶穌無
限的力量可以給我們使用，一個信心的小指頭釣住祂，也已經足夠叫祂的力量給我
們使用，來應付一切我們所不能擔當的事情了！
2. 在禱告中記念在病患中的肢體，求神保守看顧、醫治他們。無論是在康復中的、或
是仍在療程中的，求神堅固他們的信心，在過程中經歴神的恩典與同在，並能深化
肢體間彼此關懷及互相支持。
3. 為各堂的洗禮預備班禱告，求主堅固已報名肢體的信心，使他們更清晰信仰，並認
識基督徒應有的樣式，能活出信仰，見證主救贖大愛。
4. 為進行中的課程及訓練班禱告，包括：成人主日學、門徒訓練、三福（EE）、全人
福音 (IE) 等。求神賜導師們有智慧，在課程的預備及教授上，經歷神的恩領。又求
神賜給各學員有飢渴慕義、追求更多認識神話語的心，並透過不同的裝備，生命更
被主陶造，激勵愛人靈魂的心，積極參與領人歸主，活出作主門徒的生命。
5. 為在台灣事奉的宣教士陳偉國一家 (Wayne 及 Angela) 禱告。他們將於七月回澳洲述
職，請記念他們住宿的安排。他們正思想述職後回台灣的事奉方向，祈求主賜他們
耐心等待機會，及尋求主的帶領。亦記念女兒靜熙（Eunice）因壓力而復發的濕
疹，求主醫治，並賜她好的睡眠及學習的專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