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靈修分享：新年話「新」
作者：李世崢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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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荏苒，寒暑易節。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在面對
新的一年之時，我們要如何站在新的起點，眺望新的
目標，迎接新的挑戰，譜寫新的篇章？為此，我們必
須要以新姿態、新面貌去面對前面的道路。聖經中有
不少關於「新」的教導。新年伊始，我們可以通過默
想這些教導，看見新的亮光，得著新的力量，從而可
以找著面對新年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新年，要有新的生命。經上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林後 5：17）跟隨基督之人，早已擁有新的生命。然而，這個新
生命不是一成不變的，乃是不斷成長的，因此需要不斷追求長進，好使我們「凡事
蒙祂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地多知道上帝」（西 1：10）。賈玉銘牧師有
詩云：「主恩每晨煥然皆新，新生命有新長進，享新福樂度新光陰，日新又新作新
人。」 基督徒的生命也當如此，日日新，又日新。
新年，要有新的理念。經上說：「不要傚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
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 12：2）服事上帝之人，不管
是在教會、職場或家庭，面臨的挑戰增加，難度也添多。故此，必須調整思路，改
變策略，以上帝的旨意為服事的準繩。服事的理念需要求變革，更需要創新，這就
是保羅所說的 「心意更新而變化」，如此，才能討上帝的喜悅。
新年，要有新的心志。經上說：「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
新似一天。」（林後 4：16）新年除了給人萬象更新的體驗外，有些人可能會有「歲
月不饒人」的感慨及的無奈，令人唏噓不已。面對無情的歲月，可能會因此失去鬥
志或心灰意冷。但是，感謝主的應許，毀壞的只是肉體，等待我們的是「內心一天
新似一天」。
新年新氣象，新年新任務，讓我們以新的生命，新的理念，新的心志，來面對新的
侍奉、新的生活、新的明天！

教會地址：49A Boyle Street, Croydon Park, 2133.
母會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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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異象：神的子民，紮根成長；宣講福音，直等主來。
2017 年主題：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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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
Prelude
短詩
Choruses
三一頌
Doxology
宣召
Invocation
默禱
Meditation
使徒信經
The Apostles' Creed
讚美詩
Hymn of Praise
426 新年來臨
短詩
Choruses
代禱
Intercession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啟示錄 21:1-7
證道
Sermon
新年的目標–新天新地
奉獻詩
Offertory Hymn
434 數算主恩
奉獻頌
Offertory Anthem
會務報告
Announcement
主題曲
Theme Song
聖餐*
Holy Communion
每月第二主日
祝福
Benediction
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源，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上两週統計

3.

凱登園華語堂成人主日學課程如下，請弟兄姊妹積極參加。上課時間為每主日
上午 9:00 。
課程：塑造主生命：門徒訓練：品格篇 導師：林寳順弟兄，曾秀恩姊妹
課程：馬太福音
導師：冼鳳珍姊妹
課程：一步一步學申命記
導師：何素娥傳道，馮穗豐姊妹
另外，凱登園華語堂有三個查經小組，詳情如下：
(1) Summer Hill 小組，每月逢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五晚上，請聯絡何素娥傳道
(2) Hurstville 小組，每月逢第四個星期五晚上，請聯絡林寳順弟兄
(3) 青年團契，每月逢第二及第四個星期六

4.

2017 雪梨國、粵語三福領袖講習班將於 2 月 13 至 18 日在母會舉行，詳情如下：
主講：余俊銓牧師
時間：星期一至六 10:00am-5:30pm
費用：$350（包括講義、訓練材料、茶點、午膳及實習前晚膳等。）
截止報名日期：29/1/2017（星期日），查詢請聯絡何素娥傳道 (Angela Ho)
0405 155880 或 angelasuho@gmail.com。

5.

國際婚姻家庭節（天愛）將在 2017 年 2 月 11 日（週六下午 2:00-5:00）假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Sydney 舉行。參與演出的有王燕姐妹（2008 年北
京奧林匹克運動會閉幕典禮主題曲演唱者）、徐池弟兄（著名搖滾歌手）、李
天柱弟兄（台灣著名影星、2016 年台灣金鐘獎最佳男演員）、趙曉博士（中國
經濟學家）、迦南聖樂團大詩班外，屆時將有 100 對來自海內外的夫婦交換婚
姻誓約。基督徒夫婦若是從未舉行過基督教的盟約儀式，請與邱牧師洽詢有關
的詳情及報名手續。若有意觀禮，可以訂購入場卷（每張＄10）。

18/12/16
人數
英語堂
英語堂 CP@10
國語堂
凱登園華語堂
粵語堂(早堂/日堂)
總出席人數

177
106
154
51
103/138
729

金額
自由奉獻
$13,482.15
自動轉賬奉獻
$3,295.00
奉獻總計(預算目標$25,615) $16,723.15
差傳奉獻
$1,870.00
合計
$18,593.15
聖誕節 25/12/16

人數
英語堂
英語堂 CP@10
國語堂(聯合崇拜)
粵語堂(聯合崇拜)
總出席人數

248
130
271
187
836

金額
自由奉獻
$13,367.20
自動轉賬奉獻
$3,880.00
奉獻總計(預算目標$25,615) $17,247.20
差傳奉獻
$2,930.00
合計
$20,177.20

要在基督的生命裏繼續長大的，就當不住祈禱。
中國教會領袖倪柝聲牧師（1903 年 11 月 4 日－1972 年 6 月 1 日）

聖工計劃：求主的愛維繫執事及崇拜委員會的成員與牧者，在一起事奉時，可以彼
此同心，互相配搭，各盡其職，合一事奉，共同建立基督的身體。求主也帶領國語
堂今年的事工，讓教會領袖有在商討的過程中，有智慧作適當的調整，有勇氣作正
確的改變，有能力來推動及執行各項不同的聖工，使教會的事工更加全面，建立更
榮美的教會。

出入平安：有很多弟兄姊妹們都會趁著假期期間出外旅行；求神賜他們在旅途上有
平安，又賜他們有愉快的假期，與家人一起享受神所賜予的福氣，在身、心、靈都
能得著健壯，有滿足的喜樂。

尋求方向：隨著 HSC 考試成績公佈後，很多青年人都面對著繼續進修或在選擇科目
等問題。求神加給智慧和有尋求神旨意的心，又帶領他們的選擇，使他們在前路上
有著神的恩典和引導相隨伴著。

會務報告
1.

在此恭賀大家新年蒙恩，願神賜福我們在新的一年中，追求更像我主耶穌，尊主
為大，2017 年的道路，充滿主的榮光。主裡衷心歡迎新朋舊友來參加主日崇拜，
願主賜福與你。會後請留步享用茶點，彼此團契。

2.

凱登園華語堂禱告會於每月第四個星期三晚上 7:30 舉行，請弟兄姊妹積極參加。

崇拜事工輪值表
講員
主席
讀經
經文
講題
領唱
聖詩
司琴
電腦
迎新招待
兒童主日學
數點獻金

本週 2017 年 1 月 1 日
趙雪雲傳道
何素娥姊妹
馮穗豐姊妹
啟示錄 Revelation 21:1-7
新年的目標–新天新地
吳莉莉姊妹
426, 434
Sophia Xu 姊妹
沈俊良弟兄
Grace 姊妹，林永成弟兄
劉燕文姊妹
冼鳳珍姊妹，張開運弟兄

下週 2017 年 1 月 8 日
邵海東牧師
林寶順弟兄
洪立娟姊妹
羅馬書 Romans 8:14-17
我們在天上的父
沈俊良弟兄
18, 393
洪光瑩姊妹
謝曼秋姊妹
Grace 姊妹，林永成弟兄
馮穗豐姊妹，陳萍姊妹
冼鳳珍姊妹，張開運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