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凱登園華語堂

No one has ever become poor by giving (Anne Frank)
樂意施與的人，永遠不會變成貧窮
一隻蜜蜂和一隻黃蜂正聊天，黃蜂氣腦地說：「奇怪，我們倆
個有很多共同點，同樣是一對翅膀，一個圓圓的肚子，為什麼
別人提到你常是開心的，提到我卻說我是害蟲呢？」
黃蜂接著又忿忿地「我真不明白，真要比起
來，我有一件天生的漂亮黃色大衣，而你卻成
天髒兮兮的忙裡忙外，我到底哪一點不如你呢？」
蜜蜂說：「黃蜂先生，你說的都對，但我想人們會喜歡我，是因為
我給他們蜜吃，請問你為人們做了什麼呢？」
黃蜂氣急的回答：「我為什麼要幫人們做事，應該是人們要來捧我吧！」
蜜蜂接著說：「你希望別人怎樣待你，你就得先怎樣待人。」
很多人常會有懷才不遇的感慨，覺得為什麼自己有那麼多的優點、才華、能力，但
卻沒有人懂得欣賞呢？
在人們眼中似乎總被忽略、冷落。其實，就像故事中的蜜蜂與黃蜂一樣，一個人在
這世界上的價值，不在於其「擁有」什麼，乃在於其為旁人「付出」了什麼，不在
於其擁有那些優勢、才華、能力，乃在於其用那些優勢、才華、能力為旁人貢獻了
什麼。
一個人的存在如果無法成為別人的祝福，那麼擁有再好的條件也
是枉然。
讓旁人的日子因為有你而變得更美好，那怕只是多做一個小動
作，多幫忙一件小事，都可能會有許多意外的驚喜與感動。
想一想，你所處的團體、學校、辦公室，有因著「你」這個人的
存在而變得更美好、更和氣嗎？值得你我深思、共勉。
(http://www.fecsgv.org/DispOneMessage.asp?txtOrgCode=w4j&Category=06-02&ID=W4J41854665184299&Page=8)

感謝生命的貴人：為曾經祝福我們的人感恩，若不是他恆心的帶領，我們可能還在
救恩的門外；若不是他耐心的關懷，我們可能還沒有固定的靈修生活和忠心參加聚會；
若不是他愛心的扶持，我們可能遠離了教會，離開了主，無法享受主豐盛的生命。
關心新來的朋友：記得你第一次來教會，感到很陌生，心裡有點忐忑不安嗎？你可
以祝福新朋友，聚會時陪伴對方坐在一起，認識他，歡迎他，幫助他了解及參與敬
拜的環節；聚會後邀請他共享茶敘時間或午餐，與他們交談，介紹他認識其他弟兄
姐妹；在這一週內，若是有他的聯絡號碼，打電話關心他，同時，邀請他繼續參加
聚會，跟他交通作朋友。
跟進初信的信徒：他可能對救恩的事不太清楚、在讀聖經時遇
到困難、不會禱告且沒有固定的靈修生活，需要你的引導和鼓
勵。祝福他，跟他約時間一起靈修和禱告，成為他的榜樣，幫
助他屬靈的生命可以更快地進步，享受豐盛的生命。
留意身邊的肢體：可能有些人因為面對一些困難、生病、信心軟弱、出外旅遊或探
親等無法參加聚會，了解他的情況，給他發個信息問候、打個電話關心。想一想你
可能也有這種處境，當一個人主動的把愛傳給別你時，你心裡是不是很得到安慰及
鼓勵？ 施比受更為有福，你以前從別人得到屬靈的好處，現在是祝福他人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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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求主使我近十架

每月第二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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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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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感謝神在普世宣教事工上的供應，有關由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13 日所
收到的信心認獻數字詳情，請參看附頁。

8.

本會差往台灣的宣教士陳偉國牧師一家，將會在七月回雪梨有一年述職的時間。
陳牧師希望弟兄姊妹的協助，能找到一所有兩睡房的住所租住。如大家知道有類
似間格的住所出租，請與差傳部鍾沛霖 (Eric Chung) 弟兄聯絡，(手機: 0411
0226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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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歡迎和感謝裴協民傳
道來為我們證道。會後請留步享用茶點和愛宴午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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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繼續為 CPM 堂尋找牧者禱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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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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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冼鳳珍姊妹的主日學新課程《舊約導論》今天開始，有興趣者請聯絡何素娥傳
道。

6.

凱登園華語堂三福訓練於每主日 2:45pm 上課（直至 6 月 4 日），請三福成員届時
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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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 2017 年 3 月 5 日
裴協民傳道
何素娥姊妹
林永成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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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石
張開運弟兄
279, 281
洪光瑩姊妹
沈俊良弟兄
周朝英姊妹，冼鳳珍姊妹
熊婷婷姊妹，王煒鵬姊妹
洪立娟姊妹
洪光璞姊妹
葉紹芬弟兄，何素娥姊妹

下週 2017 年 3 月 12 日
邵海東牧師
林寶順弟兄
馮穗豐姊妹
以賽亞書 40:12-17
無可比擬的神
孫蘭君姊妹
135, 140
洪光瑩姊妹
謝曼秋姊妹
周朝英姊妹，冼鳳珍姊妹
洪立娟姊妹，王靈馨姊妹
曾秀恩姊妹
----葉紹芬弟兄，何素娥姊妹

我要常守祢的律法，直到永永遠遠。
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來考究祢的訓詞。
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論說祢的法度，
並不至於羞愧。
（詩 119:44-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