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當我走投無路，深覺自己的智慧和才幹，

都不足以幫助我度過難關時，唯一能做的，就是屈膝禱告。
美國第 16 屆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
一個小男孩搬一塊大石頭 父親在旁邊鼓勵 孩子 只要你全
力以赴 一定搬得起來 最終孩子未能搬起石頭 他告訴父
親 我已經拼盡全力了 父親答 你沒有拼盡全力 因為我在
你旁邊 你都沒請求我的幫助 ”我們都常常覺得拚盡全力
了 卻忘記神也要成為我們的力量 做我們隨時的幫助。因此
若我們忘記尋求神的恩典 便是少盡了一份力量。學生害怕考
試考不過 生意人害怕生意做不成 做父母的害怕愛護兒女有欠缺 醫生害怕診斷
治療不週全 等等。當我們盡了本份依然不安時 別忘了我們的天父還在等我們請
祂加入我們的戰鬥。
聖工計劃：為教會的異象及今年要展開的事工祈禱。求主讓教會在各方面發展期
間，全心禱告。願主賜我們剛強心，去面對現今福音禾場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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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將快畢業或剛開始工作的初青祈禱。他們由大
學進入職場，需要有很大的適應，求主讓他們有堅忍的心，回應職場上的挑戰，求
神堅立。
為教會肢體積極參與屬靈操練禱告： 弟兄姊妹能竭力凡事禱告，每日讀經領受主的
教導，經歷神的大能、見證祂在教會及個人生命上成就的奇妙工作；為教會弟兄姊
妹們的屬靈的追求及長進禱告，求主賜常存警醒禱告的心，遠離迷惑，勝過試探。
為未信的家人祈禱：求主賜給他們早日真心歸信，得着救恩；也為教會新的一代禱
告，求神帶領及使用他們的父母，從神裏得力量和恩典，幫助孩童的身心靈成長，
讓神的愛和真理充滿整個家庭，使下一代能夠成為「信一代」。
為軟弱的肢體代禱：為患病，獨居的長者， 面對困難及心靈軟弱的的肢體祈禱
為信徒的婚姻關係代禱： 甚願夫婦之間能夠掌握更多夫婦相敬如賓之道，在彼此尊
重中，經歷主所賜的心意更新，凡事看對方比自己強，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
及家人的事，均以家庭為重，帶給子女正面的影響成長；求主的和諧與平安平靜一
些有緊張關係的夫妻，止息他們的紛爭，不靠自己的感覺和價值觀來判斷誰是誰
非，以「禁止嘴唇」代替「口出惡言」，「願意饒恕」代替「负恨在心」，用「平
靜安穩」來代替「心煩氣躁」。
記念宣教的事工：記念教會的宣教及外展事工服侍的弟兄姊妹，求聖靈帶領及賜福
教會在台灣、日本及馬來西亞服事的宣教士的宣教及傳福音工作，靈力充沛，為主
所用；求主燃點弟兄姊妹的宣教心，到遠方做撒種和收割的工作。
為澳洲本土守望：為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及澳洲的經濟代禱；求主繼續掌權，讓一男
一女、一夫一妻的護家政策在澳洲深受歡迎，使合乎聖經真理的婚姻愈辯愈明，澳
洲的法律都行神的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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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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榮耀歸於真神
短詩
Choruses
代禱
Intercession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
證道
Sermon
凡事謝恩
奉獻詩
Offertory Hymn
432 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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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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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國語團契將訂在 1 月 28 日（星期六）晚上 6:00 母會舉辦春節百餃宴。請弟
兄姊妹安排時間參加，也邀請親朋好友一起來歡度華人農曆新年。負責統
籌是次團契聚會的何福祥執事會邀請大家一起來參與當天晚上的節目活
動，請大家鼎力協助及配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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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除了演唱（王燕姐妹、徐
池弟兄）、見證分享（李天柱弟兄、遠志明師母、趙曉博士）、詩班（迦
南聖樂團） ，萬國婚紗秀、土著舞蹈、風笛號角、銅管樂外，將有 100 對
來自海內外的夫婦交換婚姻誓約。鼓勵從未舉行過基督教的盟約儀式基督
徒夫婦參加盟約， 若有意觀禮，可以向陳永謙弟兄訂購入場卷（每張
$10）。

8/1/17
人數
金額
英語堂
188
自由奉獻
$12,063.70
英語堂 CP@10
110
自動轉賬奉獻
$6,995.00
國語堂
204
奉獻總計(預算目標$25,615) $19,058.70
凱登園華語堂
56
差傳奉獻
$2,820.00
粵語堂(早堂/日堂)102/123
$21,878.70
合計
783
總出席人數
銀行自動轉帳（經常費）：WSCCC General Fund: BSB 082 080; Acc. 48 243 6244
銀行自動轉帳（宣教）：WSCCC Missionary Giving: BSB 082 080; Acc. 52 856 0495

主日崇拜須知：
(1) 除不得已外，絕不遲到早退； (2)安靜默禱，預備心靈敬拜神；
(3) 同心唱詩讚美，同聲說阿門；(4) 專心聽道，樂意行道；(5) 會後分享相交，代禱服事

會務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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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全教會聯合禁食祈禱會將於 2 月 1 日（週三）晚八時在 Strathfield 教會副堂舉
行，盼望於一年之始，我們整個教會能同心為「家事、國事、天下事」熱切仰望
及祈求神。由於是次爲禁食祈禱會，故鼓勵弟兄姊妹當天禁食一餐並預留時間參
加，同心用禱告經歷神。

4.

請继續為 CPM 堂尋找牧者禱告。

5.

凱登園華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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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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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17 年羅馬書研讀（粵語）「聖經講座－從排斥到相容」將在母會舉行。
主講：黃浩儀博士（香港中國神學研究所聖經科教授）
1 月 20 日 （ 7:30-9:30pm ） 、 21 日 （ 10:00am-4:00pm ） 、 22 日 （ 10:00am4:00pm）
這是不容錯過的大好學習機會，歡迎肢體報名參加，齊來探討整本書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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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 2017 年 1 月 15 日
蔡宏基牧师
沈俊良弟兄
唐健靈姊妹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
凡事謝恩
孫蘭君姊妹
2, 432
洪光瑩姊妹
王京松弟兄
Grace 姊妹，林永成弟兄
熊婷婷姊妹,王炜鹏姊妹
冼鳳珍姊妹，張開運弟兄

下週 2017 年 1 月 22 日
丁淑明牧師
何素娥姊妹
徐笑雪姊妹
待定
待定
張開運弟兄
21, 388
洪光瑩姊妹
沈俊良弟兄
Grace 姊妹，林永成弟兄
洪立娟姊妹, 王灵馨姊妹
冼鳳珍姊妹，張開運弟兄

耶和華啊，你曾將你的訓詞吩咐我們，
為要我們殷勤遵守。但願我行事堅定，
得以遵守你的律例。（詩 119: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