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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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6-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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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慧群傳道 (Deaconess Fiona Fung) (0410 3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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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歡迎參加今天舉行的實體主日崇拜聚會，亦向在 YouTube 頻道收
看的弟兄姊妹們問安。如你是初次參加本會聚會，請填妥來賓咭或
電郵教會，以便日後聯絡。
2. 由 2021 年 1 月 1 日開始，所有進入教會的人建議透過二維碼（QR
code）完成無接觸登記手續，記錄有關的聯絡資料。請弟兄姊妹在
手機預先下載 Service NSW 應用程式。在進入教會時，請啟動該手
機程式，選取 COVID Safe Check-in，然後掃描為「西雪」特定的
二 維 碼 ， 並 按 提 示 操 作 即 可 。 離 開 教 會 時 ， 請 選 取 Check-out
now。如未下載 Service NSW，教會將會安排線上 COVID Safe
Check-in 登記程序。如對上述操作如有任何疑問或困難，請聯絡執
事或教牧同工。
3. 所有參加教會實體活動的弟兄姊妹們，在進入教會堂址時，請配戴
自備的口罩，並嚴格遵守所規定的公共衛生條例。按現時政府限令
（詳情請參閱教會網頁最新消息），樓上禮堂大約可容納 75 人參
加實體崇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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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粵語堂崇拜出席人數：聖誕日崇拜 - 51 人；上週主日 - 56 人。
6. 粵語堂 2021 年 1 月份各聚會安排如下：
1 月 10 日 11:45am-12:45pm 祈禱會 (不設在線直播)
1 月 17 日 11:45am-12:05pm 聖餐聚會，並以 Zoom 形式同步直播
（請於 1 月 13 日前向馮傳道或李傳道報名，以便安排登入 Zoo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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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所收到的奉獻，分類如下：

每週預算
常費奉獻
差傳奉獻
建堂基金
感恩奉獻
總數
教會亦已加設 Tithe.ly 網上奉獻，請按 Ctrl + Click 以下鏈接
https://tithe.ly/give_new/www/#/tithely/give-one-time/1291374
8. 馮慧群傳道將於 1 月 8-14 日放年假。

禱告事項
1. 「看哪！我要使這城得以痊癒安舒，使城中的人得醫治，又將豐盛
的平安和誠實顯明於他們。我也要使猶大被擄的和以色列被擄的歸
回，並建立他們和起初一樣。」(耶利米書 33:6-7) 當以色列人偏行
己路，神的管教就臨到他們當中。感謝主，願意從罪中回轉的人必
得醫治，生命必得重建。求主賜我們新造的心，捉緊被赦罪和醫治
的盼望，憑信心經歷神所賜的平安，活出榮耀主名的生命。
2. 為肢體禱告。求神憐憫和醫治身體軟弱的肢體，賜他們信心面對治
療，並保守他們的康復過程。記念他們和家人身、心、靈的需要，
讓他們一同仰望神的恩典與同在。又記念護理中心的長者們，求主
保守他們身心靈健康，並賜他們平安與喜樂的心。
3. 感謝神，在疫情期間一直供應教會的需要。求主幫助我們顧念教會
的財政狀況，並以感謝的心獻上主所喜悅的，經歷神豐富的供應。
4. 為 Northern Beaches 及澳洲其他地區的確診人數
上升禱告。求神帶領政府採取有效的防疫措施，
阻止病毒擴散。又求神醫治受感染的病人，保守
醫護及前線工作人員；並幫助全民抗疫及配合防
疫措施，靠著神的恩典等候疫苗的廣泛使用。求
主幫助我們成為福音使者，使疫情成為福音的契
機，帶領別人認識賜平安的主耶穌基督。

講題：信心之歌 - 我的好處不在主以外
經文：詩篇 16:1-11
講員：馮慧群傳道 日期：2021 年 1 月 3 日
講道大綱
引言：「神啊，求祢保佑我，因為我投靠祢。」（詩篇 16:1）
投靠神 - 活在神心意中
唯獨主名
遵守主道
投靠神 - 經歷豐足生命
主裡福分
生命導航
投靠神 - 盼望永恆生命
永遠生命
豐盛生命
邁向未來 - 奉主名前行
「無論做什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祂感
謝父神。」歌羅西書 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