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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異象：神的子民，紮根成長；宣講福音，直等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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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時間兒童事工統籌 (Strathfield)：賴鳯燕姊妹 (Miss Zion Lai) (0478 162345)
部分時間教會幹事：鄭許之琰姊妹 (Mrs. Gigi Cheng) (0414 585161)

家事報告
1. 感謝神，粵語堂已於上主日開始每主日 10:30am 在教會舉行實體崇拜，
並在 YouTube 頻道作即時直播，請按首頁之鏈接收看。
歡迎參加今天主日崇拜聚會（包括實體及透過觀看 YouTube ），請初次
赴會者填妥來賓咭或電郵教會，以便日後聯絡。
2. 所有參加教會實體活動弟兄姊妹們，在進入教會堂址時，必需配戴自備
的口罩，並需嚴格遵守所規定的公共衛生條例。詳情請參看教會網頁。
3. 十月份執事會通訊已於上主日以電子版傳送，並在教會網頁上刋登，請
詳細閱讀，並同心為教會禱告。 教會亦於今天為「建堂基金」特別多收
一次奉獻，請以銀行電子轉賬方式直接存入「建堂基金」户口。
4. 粵語堂實體崇拜聚會安排如下：
10:30am - 11:30am 實體主日崇拜聚會，並在YouTube 頻道同步直播。
已報名實體崇拜的弟兄姊妹們，請於 10:15am 到達教會，以便進行公共
衛生及登記程序。在網上收看，可於 10:25am 進入特定 YouTube 頻道。
由於政府限令，參加實體崇拜聚會人數上限為 50 人（樓上禮堂），除了
事奉人員及已報名恆常參加實體崇拜的弟兄姊妹以外，其他有意參加下
週實體崇拜的，必需預先在該週星期二內報名。請與李傳道或馮傳道聯
絡，以便安排，多謝合作。
5. 粵語堂 11 月份祈禱會及聖餐聚會安排如下：
11 月 8 日 11:45am-12:45pm 祈禱會 (不設在線直播)。
11 月 15 日 11:45am-12:05pm 聖餐聚會，並以 Zoom 形式同步直播（請預
先報名）。
6. 粵語堂崇拜委員會於今天 1:15pm-4:00pm 以 Zoom 形式舉行會議，請各
CWC 成員先禱備心，預留時間参加。
7. 宣教差傳委員會再次推動 2020 Samaritan’s Purse -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捐贈聖誕禮盒行動」。把收集的禮盒送到一些在物質貧乏地區的
兒 童 ， 並 且 附 上 聖 誕 的 福 音 訊 息 。 有 意 參 與 者 ， 可 於 28/10 10am12:30pm 到教會 (或今天主日崇拜後) 索取聖誕禮物盒，裝載合適的禮物
然後連同十元郵費交回。查詢請聯絡羅紹光執事（0414 573421）。
8. 由今天開始 “Jesus Club”（專為智力障礙人士的福音外展事工）聚會於
3:30pm-4:30pm 在教會舉行。詳情請聯絡英語堂 Dan Chieng 傳道（0408
124884）。
9. 馮慧群傳道將於 10 月 27-29 日放年假。

10. 感謝神的供應。弟兄姊妹請以電子轉賬方法奉獻，支持教會運作：
常費奉獻 BSB 082 080 Acc 48 243 6244 Name: WSCCC
差傳奉獻 BSB 082 080 Acc 52 856 0495 Name: WSCCC
建堂基金 BSB 082 451 Acc 73 932 0475 Name: WSCCC
教會亦已加設 Tithe.ly 網上奉獻，請按 Ctrl + Click 以下連接
https://tithe.ly/give_new/www/#/tithely/give-one-time/1291374
上主日所收到的奉獻，分類如下：
常費奉獻
差傳奉獻
建堂基金
總數

禱告事項
1. 「若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好，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是你們
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呢？是你們所住這地的亞摩利人的神呢？」
(約書亞記 24:15a) 約書亞離世前，聚集以色列眾領袖們在示劍，向他們
發出挑戰，要他們反思信仰立場，要專一事奉領他們出埃及、入迦南美
地的耶和華。同樣地，我們領受神的恩惠與慈愛，經過不同的艱難。求
神幫助我們心存感恩，一生侍奉見証祂。
2. 為身體軟弱及心靈疲乏的肢體禱告。求神保守醫治，讓他們早得康復，
並賜下信心，經歷神的幫助與同在。心靈有重擔的，求神顧念扶持，使
他們的擔子得著輕省。亦幫助弟兄姊妹實踐彼此關懷相愛的肢體生活。
3. 為今天下午舉行的粵語堂崇拜委員會會議禱告。求神建立一支合神心意
的隊工；記念 6 位執事及各崇拜委員會委員，與教牧同工在不同崗位彼
此配搭，忠心事奉。
4. 為 Croydon Park 堂址的擴建裝修工程禱告。感謝神保守整個工程順利進
行，並賜予整個工程團隊智慧、能力與健康，為擴建工程作妥善安排。
求神供應經濟上的需要；賜弟兄姊妹們樂意奉獻的心。
5. 為澳洲和世界各地新冠疫情禱告。祈禱受感染的人能早得
醫治，保守前線醫護人員身體健康。求神賜澳洲政府智
慧，合宜地放寬疫情的限制措施。又求神幫助澳洲的人民
渡過經濟衰退時艱，並供應肢體們經濟的需要。

日期：2020 年 10 月 25 日
講員：李德文傳道

講題：扭轉生命的信心
經文：路加福音 5:12-26

講道大綱
引言: 面對眼前的困難，如何繼續走下去？
認識—自己的軟弱

仰望—上帝的救贖

尋求—靈性的更新

結語: 困難可能仍在，但內心不再痛苦。

下主日 (11 月 1 日) 講道
講題：討神喜悅的生活
經文：帖撒羅尼迦前書 4:1-8
講員：羅勵鵬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