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8 月 25 日
「聖樂」主日

2019 年 9 月 1 日

2019 年 9 月 8 日

讀經

詩篇 16:2-11

路加福音 15:11-32

約翰福音 15:1-17

講題

唱出生命的樂曲

你找到了嗎？

葡萄樹與枝子

講員

羅勵鵬牧師

李德文傳道

陳偉賢先生

主席

早堂：龔淑珍姊妹
日堂：趙德豪弟兄

早堂：凌子永弟兄
日堂：蕭穎良弟兄

早堂：李德文傳道
日堂：蔡建文弟兄

司琴

早堂：吳鄭珮慈姊妹
日堂：文潔璇姊妹

早堂：Eva Chu 姊妹
日堂：賴潔誼姊妹
徐素兒姊妹

早堂：Eva Chu 姊妹
日堂：文潔璇姊妹

早堂：蔡陳中慧姊妹
日堂：薛永廉弟兄
粤語堂詩班

早堂：寇馬惠貞姊妹
日堂：蕭摩西弟兄
Owen Chen,
Coco Ho

早堂：寇馬惠貞姊妹
日堂：蕭摩西弟兄
Aiwa Wong,
Iris Lo

、

、

領唱

、

聖餐
司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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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茶點

早堂：Peter & Lily Tat,
Sandy Lee
日堂：Alice Lo 組

早堂：Stella Shum &
Nick Wong
日堂：Eric Wan 組

早堂：Wendy Kung&
Brenda Luk
日堂：陳世傑組

數點
獻金

Carrie Tang, William Sit
Maurice Cheng

Carrie Tang, William Sit
Jandy Ling

Carrie Tang, William Sit
Kit Ling

粵語堂「聖樂」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一九年八月廿五日
早 堂：
始禮聖頌
宣召
祈禱
敬拜詩歌

代求
奉獻
獻詩

讀經
講道
回應詩歌
奉獻
心志詩歌
讚美
祝福
家事報告
默禱散會

上午八時四十五分
主在聖殿中
歷代志上 16:23-25
讚美詩 11 讚美全能神
我要歌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獻給我天上的主
建堂基金奉獻
讚美詩 465 奇妙的愛
讚美詩 451 主啊我深愛祢
生命樂音
詩篇 16:2-11
唱出生命的樂曲
讚美詩 339 不住的歌唱
常費奉獻
傾出愛
三一頌

日 堂：
始禮聖頌
宣召
祈禱
敬拜詩歌

代求
奉獻
獻詩

讀經
講道
回應詩歌
奉獻
心志詩歌
讚美
祝福
家事報告
默禱散會

上午十時三十分
主在聖殿中
歷代志上 16:23-25
全地至高是我主
無言的讚頌
獻給我天上的主
建堂基金奉獻
讚美詩 465 奇妙的愛
讚美詩 451 主啊我深愛祢
生命樂音
詩篇 16:2-11
唱出生命的樂曲
讚美詩 339 不住的歌唱
常費奉獻
傾出愛
三一頌

教會異象：神的子民，紮根成長；宣講福音，直等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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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出奉獻支持，教會 NAB 銀行的賬户資料是：
Account Name: WSCCC BSB: 082 080 Account Number: 48 243 6244
~~~~~~~~~~~~~~~~~~~~~~~~~~~~~~~~~~~~
為教會宣教差傳奉獻，亦可用銀行轉賬方式至以下 NAB 賬戶
Account Name: WSCCC Missionary Giving BSB: 082 080
Account Number: 52 856 0495
~~~~~~~~~~~~~~~~~~~~~~~~~~~~~~~~~~~~
為教會建堂基金奉獻，亦可用銀行轉賬方式至以下 NAB 賬戶
Account Name: WSCCC BSB: 082 451 Account Number: 73 932 0475

教會地址：90 Homebush Rd. Strathfield, 2135
電話：9746-6964
傳真：9746-6600
電郵： info@wsccc.org.au
網址：www.wsccc.org.au
主理牧師：羅勵鵬牧師 (Rev. Frankie Law) (部分時間) (0416 217327)
粵語堂： 羅勵鵬牧師 (帶領牧師) (部分時間)
馮慧群傳道 (Deaconess Fiona Fung) (0410 311011)
李德文傳道 (Pastor Billy Lee) (0414 820068)
Strathfield 英語堂： Rev. Andrew Bardsley (巴得力牧師) (0434 968551)
Pastor Daniel Chieng (詹紹益傳道，部分時間青年事工) (0408 124884)
CP@10 英語堂：Rev. Chadd Hafer (0401 447765)
國語堂：陳偉中傳道 (Pastor David Chen) (0430 466596)
凱登園華語堂：邱國煌牧師 (Rev. Dominic Ku) (0420 335655)
部分時間兒童事工統籌：黄綺華姊妹 (Miss Eva Wong) (0490 756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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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歡迎參加今天主日崇拜聚會，請初次赴會者填妥來賓咭，以便日後聯絡。
2. 上 週 統 計

外界消息
雪梨華人基督教聯會將於 11 月 2 日 3:00PM 及 7:30PM 在 Wesley Theatre (220 Pitt
Street, Sydney) 舉行跨媒體奮興音樂神劇「飛鷹再展翅 – 以利亞」。購票詳情，請參閱
海報及司事桌上有關單張。

定期聚會
粵語堂各項定期聚會如下，歡迎參加：
星期日早上
星期日早上
星期四早上
星期五或六晚
星期六早上
3. 宣教差傳部為支持本地及海外宣教事工，把 2019-20 財政年度「信心認獻」的預算
總額定為 $245,558。已派發之附頁「宣教差傳信心認獻」表已有詳細介紹 (或在司
事桌上 索 取) 。直 至 8 月 18 日， 所 收 到 的回 條共 139 張 ， 信 心認 獻 數字 為
$171,256。請繼續把填寫好的回條，在崇拜聚會中放在奉獻袋中便可。
4. 在今天崇拜中會特别為建堂基金多收一次奉獻，敬請留意。
5. 原定於 8 月 25 日 (今天) 舉行之粵語堂崇拜委員會會議，現已決定取消。請各 CWC
成員留意。
6. 八月份的執事會通訊已經刋登。請參看附頁，並詳細閱讀。
7. 原定於今天下午開始遷移至樓上禮堂的計劃，由於工程有些延誤，現改在下星期日
崇拜後進行。(下主日崇拜聚會仍在正堂舉行) 又原定於 9 月 1 日下午的粵語堂祈禱
會現已改在 9 月 8 日 1:15PM 舉行。敬請留意。
8. 執事會通告：本年度之週年會員大會謹定於 2019 年 9 月 29 日 (星期日) 12:30PM
在 Strathfield 堂址樓上禮堂舉行。有關教會年報及會員大會議程等，將會於 9 月 8
日派發給各會員。特此耑告，敬請留意。
9. 教會下次之聯合洗禮聚會將於 11 月 24 日舉行，如有意接受洗禮的弟兄姊妹們，請
於 9 月 8 日前與李傳道或馮傳道聯絡，以便安排洗禮預備班。
10. 宣教差傳福音外展活動：在 9 月份有兩個福音外展的機會；分别是 9 月 7 日
(9:00am-5:00pm) 的 Strathfield 春天嘉年華會及 9 月 14 日 (10:00am-9:00pm) 的
Burwood 中秋節慶祝會。教會已經獲得分配一個攤位。計劃中 Strathfield 嘉年華會
的活動將會有量血壓、寫毛筆字、摺紙及 face painting 等；以藉此接觸社群，並介
紹「西雪」教會。邀請大家一同參與，一同事奉。請聯絡 Ivan Cheung, Eric Chung,
Bithiah Ng, Harry Law 或粵語堂各教牧同工。

8:45 或 10:30
9:00 或 10:30
10:30
7:30
10:00

主日崇拜
福音班﹐栽培班﹐成人主日學各班
婦女團契 (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四早上在教會舉行)
各區牧養小組 (在不同會友家中)
迦勒團契 (每雙月第一個星期六早上在教會舉行)

婦女團契聚會 之 健康講座 -「骨性關節炎」
日期時間：2019 年 9 月 5 日（星期四）上午十時卅分
講員：蔡陳忻欣姊妹 Happy Chua（物理治療師）
內容：骨性關節炎的病徵、預防及治療。除講座外，還有詩歌、音樂並茶點等。請踴
躍參加，男女不拘，費用全免。

禱告事項
1. 腓立比書 2:7「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
論到「耶穌虛己」，意思是「歸於虛空」，但絕對不代表耶穌失
去祂「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屬性。只是
祂因著愛，甘心放下自己的權力，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
式。深願主耶穌愛與謙卑的服侍，成為我們一生學效的榜樣，能
以揚溢基督的香氣。
2. 為身體軟弱及康復中的肢體禱告，懇求神保守醫治，堅固他們的信心，在過程中經
歴神的恩典與同在。特別記念韓維新弟兄的化療療程。
3. 為「教會發展計劃」禱告。感謝神恩領 Strathfield 的擴建裝修工程，樓上禮堂已進
入完工的階段中。亦求神賜恩典能力，保守遷移回樓上禮堂的一切預備和過程，能
夠順利進行。又讓正堂內部裝修工程能在 9 月底前完成。讓「西雪」在裝修擴建
後，更有效地成為福音的出口，成為榮神益人的教會。
4. 感謝神！讓教會參與 Strathfield 春天嘉年華會 (7/9) 及 Burwood 中秋節慶祝會 (14/9)
的攤位活動，藉這些機會接觸我們的社羣。求神賜籌辦小組有智慧能力去安排及推
動，更激勵各堂弟兄姊妹踴躍參與事奉，同心把握這個外展機會，把福音介紹給我
們的鄰舍。
5. 為現時在悉尼述職的宣教士馮偉略傳道 (Alex Fung) 一家禱告。感恩財務支持承諾
已達至 95%，求神供應所需。亦保守宣教士回日本服事前的準備，並賜下智慧作各
樣的安排。又求神為他們的日本團隊預備更多的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