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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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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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按照紐省政府最新指引，所有參加教會實體活動的會眾，均需配戴
自備的口罩，12 歲或以下的兒童和因健康狀況不能戴口罩者除
外。在臺上事奉的崇拜講員、主席、領詩員，可以暫時除下口罩，
但離開講臺後仍必須戴回口罩。會眾領聖餐時亦可暫時除下口罩。
務請嚴格遵守所規定的公共衛生條例，並保持 1.5m 的社交距離。
按現時政府限令，樓上禮堂大約可容納 65 人，而講臺與第一排座
位應保持 5m 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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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堂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52 人。
6. 馮慧群傳道於 1 月 8-14 日放年假。
7. 粵語堂 2021 年 1 月份各聚會安排如下：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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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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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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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粵語堂崇拜委員會會議於 1 月 17 日 2:00 - 4:30PM 以 Zoom 形式舉
行，請各崇拜委員及教牧預留時間參加。

禱告事項
1. 神啊！求祢賜我們有一顆渴想和切慕祢的心；向祢發出讚美的話：
「我在聖所中曾如此瞻仰祢，為要見祢的能力和祢的榮耀。因祢的
慈愛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頌讚祢。」(詩 63:2-3) 親愛主耶穌，
感謝祢所賜與從祢而來那復活的新生命，求祢保守我們常在祢裏
面，與祢連結在一起，多結果子榮耀神。保惠師聖靈，「求祢鑒察
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詩 139:23) ，引導
我們走永生的道路，在生活上見証榮耀神。
2. 為曾患病的肢體，現得著神醫治向神獻上感恩。為仍在病痛中的肢
體禱求神憐憫和醫治，賜下信心，更經歷神的安慰與同行。
3. 為 Croydon Park 的裝修擴建工程禱告，由於假期和最近天雨關係，
工程進度因而受到影響。下星期將會復工，並將會進行地基的混凝
土工序。求神保守天氣，讓這些室外工程，能按原定計劃進行。亦
求神激發我們愛教會的心，為建堂基金作出額外的擺上。
4. 為新冠疫情禱告；雖然在悉尼地區仍有羣體感染個案，
感謝神的保守，讓疫情能受到控制。求神給政府有智
慧，作出有效的防疫措施，阻止病毒在社區擴散。又求
神使用將在二月開始的疫苗接種計劃，讓人民生活可以
回復正常。更求神不要讓疫情淡化我們敬拜神的心，反
而是更有羨慕渴想親近神院宇的心。

新年立新志
新一年的來臨，總會帶來一些新的
感覺，新的展望，新的計劃。作為
基督徒，新年也是一個好時機，讓
我們按著神的心意，照著聖經的教
導，重新立志。以下有五段經文，
作為新年立志的彼此勉勵。
立志遵行神旨意
主耶穌說：「人若立志遵著祂的旨意行，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
神。」(約 7:17) 要更明白神的旨意，就必要首先願意遵行祂的旨意。
立志過聖潔生活
「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監長容
他不玷污自己。」(但以理書 1:8) 但以理雖被擄到異邦，卻能潔身自
愛，不同流合污，立志過聖潔生活，因而被神所重用。
立志口中沒過失
大衛向神祈禱說：「我立志叫我口中沒有過失。」(詩篇 17:3b) 雅各
也提醒我們：「若有人自以為虔誠，卻不勒住他的舌頭，反欺哄自己
的心，這人的虔誠是虛的。」(雅各書 1:26)
立志作個安靜人
「又要立志作安靜人，辦自己的事，親手作工，…」(帖前 4:11) 神所
喜悅的，是要我們作個「安份守己」的人，謹守自己的崗位，少說不
應說的話，多做些應做的事，做好神所交付的工作。
立志得主的喜悅
「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離開身外，我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
悅。」(林後 5:9) 得主的喜悅，才是每個基督徒一生追求的目標。
(羅勵鵬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