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語堂家庭主日崇拜
2019 年 2月17日（第7週）上午9時15分

序樂： 主在聖殿中
宣召：
唱詩： 短 9, 生命聖詩 524, 生命聖詩 63
祈禱：
獻詩： 凡事向主感恩
短講： 兒童聖經短講
讀經： 約翰福音 2:23-3:15 (John) (新漢語)
信息： 重生就是從水和靈而生 !
奉獻： 生命聖詩 445
歡迎：
報告：
回應詩： 生命聖詩 9
祝福：
序樂： 主在聖殿中

(默禱)
曾向誠執事
短詩小組
眾立
小彩虹詩班
鷺馬可弟兄
曾向誠執事
余大峰博士
會眾
曾向誠執事
眾立
牧者
(默禱)

❧ 默禱後散會 • 彼此問安 ❧
100 Alfred St. Milsons Point NSW 2061 Australia
💻 www.cccmilsonspoint.org 📧 admin@cccmilsonspoint.org ☏ 02 9955 2800
WhatsApp: 0403 865 530

WeChat Id: ChurchOffice

祈禱事項

1. 求主開我們的眼，使我們能看見，開我們的耳，使我們能聽見
；求聖靈引領我們的一生過重生得救的生活，使我們的思想﹑
言語﹑行為能與所蒙的恩相稱。
2. 感謝主祢呼召教會同工來服事祢、服事眾人，感謝祢也賜下不
同的恩賜給祢的僕人、使女。我們為教會的行政同工禱告，他
們在不同的崗位上為祢來協助牧者們，管理教會的行政事務；
求主使他們智慧充足、天天被祢的聖靈充滿，滿得恩惠與能力
，喜樂地事奉服事祢。
3. 記念近期澳洲各地受山火﹑水災及酷熱天氣引致旱災的情況，
許多人民受影響，房屋﹑農田牲畜都被摧毀，居民失去家園和
產業，求主施恩憐憫澳洲這片地土，並安慰受災的居民，賜聯
邦政府智慧，幫助他們迅速救災及重建。
4. 感謝主是掌管國家興衰的主，政權也必擔在祢的肩頭上。求主
呼召祢的子民聚集，以清心自潔的禱告來尋求主的面；求主幫
助我們拿起天上、地下的權柄，與祢一同奮勇爭戰，用禱告突
破空中執政掌權者的勢力，使國家走在神的心意中。

粵語堂報告事項

1. 第一期成人主日學已開課，鼓勵弟兄姊妹積極參與，學習神的
話語。

課題

負責人

地點

阿摩司書 /
哈巴谷書

陳克儉弟兄、劉兆華弟兄

6號房

約珥書 /
啟示錄*

陳煥傑弟兄、譚自強執事
曾向誠執事、周展鴻弟兄

2號房

* 課程沿用「聖經信息協會查經班」的上課模式和教材。弟兄姊妹可向馮陳文玉姊妹報名查詢。

短詩歌詞
9

和撒那

曲: Carl Tuttle 詞: 經文摘編~馬太福音21:9
《讚之歌3─和撒拿》© 中文譯作 財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版權所有
原曲: Hosanna © 1985 Mercy/Vineyard Publishing/Elim Christian
Bookstore/Adm. By CopyCare Taiwan

和撒那，和撒那，
和撒那在那至高處。
和撒那，和撒那，
和撒那在那至高處。
主我高舉祢名，
心中充滿讚美。
齊來高舉我主我神，
和撒那在那至高處。

榮耀，榮耀，
榮耀歸萬王之王。
榮耀，榮耀，
榮耀歸萬王之王。
主我高舉祢名，
心中充滿讚美。
齊來高舉我主我神，
願榮耀歸萬王之王。

本月份講道資料
日期

03/02
10/02
17/02
24/02

講員

講題

經文

成偉邦傳道

以生命影响生命

帖撒羅尼迦前書 2:7b-12
(1 Thessalonians)
帖撒羅尼迦前書 2:1-8
陳克儉弟兄
基督徒和傳福音
(1 Thessalonians)
余大峰博士 重生就是從水和靈而生！ 約翰福音 2:23-3:15 (John)
張家群牧師
建立教會, 彼此洗腳!
約翰福音 13:1-20 (John)

上主日人數、獻金:
人數 125 奉獻

上主日
$2,687.40

事奉人員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17/02
余大峰博士
曾向誠執事
楊文鏘弟兄

招待

馮國強夫婦

感恩
$-

宣教
$50

學校建設基金
$5,000

點款

3/03
陳敏兒姊妹
李彥雄弟兄
陳何懿德姊妹
傳錦榮
岑郭敏
周啟昕
吳興華
黃素嫻

10/03
余英賢牧師
譚自強執事
馬俊基執事

甄耀安
楊照祥
曹顯業

24/02
張家群牧師
朱敏妍執事
劉兆華弟兄
李楊開娜
梁文絲
馮周卓霖
胡陳慧瑜
詹月儀

茶點

以得組

以得組

以得組

以得組

馮國強夫婦
馮周卓霖
詹月儀
楊麗媚

本月金句
但神既然驗中了我們，把福音託付我們，我們就照樣講，不是要討人喜歡
，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
帖撒羅尼迦前書 2:4 (1 Thessalonians)

教會報告事項
1. 安全教會意識工作坊 (以前稱為 Safe Ministry 課程) (新事項)
CCC 現已成為澳洲全國教會理事會（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in Australia）
的成員，並根據安全教會培訓協議（Safe Church Training Agreement）成為認
可培訓合作夥伴。因此，我們現在準備舉辦新的安全教會意識工作坊（Safe
Church Awareness Workshop），以取代以前聖公會舉辦的安全事工課程 (Safe
Ministry Course)。該工作坊在整個澳洲得到認可，它不僅適用於那些在工作
上與兒童接觸的人，也適用於那些作老年人或殘疾人事工，或希望提高一般
教會安全意識的人。歡迎大家參加。
任何目前參與或有興趣參與兒童事工的人，而您之前沒有參加類似課程，或
者您上次參加類似課程已超過三年，都應參加此工作坊。
日期： 2019 年 3 月 9 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 9:30 - 下午 4:00（從上午 9 點開始註冊，確保上午 9:30 開始）
地點： CCC Chapel
費用： 課程/講義$20，午餐$5
報名或進一步查詢：Ivy 0411772957（在 2 月 24 日或之前）
不幸地，我們不能像過往那樣在這一天提供另一的進修課程。對於那些無法
參加此日期或想參加進修課程的會友，請在以下選項之一註冊：
• 在線 https://safeministry.training/online-training-information/
（網絡研討會名額有限，請盡快報名）或
• 3 月 16 日星期六在卓士活聖公會教堂授課。
請在 https://safeministry.training/face-to-face-training/ 註冊
o 全套 Essentials 課程 - 上午 9:00 至下午 2:30，費用為$60
o 進修課程 - 上午 9:00 - 11:30，費用為$30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0411 772 957 聯繫 Ivy 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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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人聖經課程 - 第一糸列 (今天)
課程： 釋經原則 (英語授課)
講者： 莫積賢長老(Jack Mock) B.Sc, Dip.Ed, B.D, M.Ed.,曾任馬來西亞聖經神學
院講師 (Malaysia Bible Seminary) 1979-1980；2010-2013
適合： 任何有意提升釋經技能之人仕，尤其是小組及團契組長。
課程第一糸列共三課，內容包括釋經的基本原則，及如何應用於個別聖經體
裁，如敍述文、比喻、智慧文學、詩歌及預言文學。課程會特別参考傳道書。
地點： The Sebel Level 7, 37 Victor St Chatswood
時間： 星期日下午 1:30 - 3:30
第一課（2 月 17 日）讀者與文學的聯系；聖經廣泛背景及上下文的聯系
第二課（3 月 3 日） 解釋敘述文：四福音，耶穌的比喻
第三課（3 月 31 日）解釋詩歌（詩篇）及智慧文學（傳道書）
3. 兒童工作者背景調查 (WWC) 號碼
根據澳洲法例，任何從事接觸十八歲以下相關的工作者，包括義務做兒童或
少年相關工作的，必須申請兒童工作者背景調查（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
。
敬請任何會在事奉崗位上接觸兒童或少年的事奉人員、或任何有意參與有關
事奉者 (例： 托兒、主日學、領唱、宣教、退修會等等) ；於以下網址申請
WWCC 號 碼 ： https://www.kidsguardian.nsw.gov.au/child-safe-organisations/workingwith-children-check 。 當 收 到 WWCC 號 碼 後 ， 請 傳 交 號 碼 給 余 師 母
(ivy.yee@gmail.com)，方便教會核對每個 WWCC 號碼。查詢請聯絡 Ivy Yee
(0411772957) 。
4. 教會事項日期 (更新事項)
2 月 17、24 日(星期日)
2 月 20、27 日(星期三)
3 月 3 日(星期三)
3 月 9 日 (星期六)
3 月 10 日 至 31 日
3 月 30 日 (星期六)
3 月 31 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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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佈道訓練班，下午舉行
英語佈道訓練班，晚上舉行
4pm 英語堂執事和小組組長就職禮
Safe Church Awareness Workshop
英語佈道月份
Peacewise 訓練日（英語）
兒童福音主日 (Quiz Worx)
浸禮班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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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女仕查經組
新年度的女仕查經組將於 2 月 22 日 (星期五) 上午 10 時 15 分在教會二號房進
行。這週題目:屬靈恩賜。歡迎女仕們參加。查詢請聯絡 Patricia Lam
0418180848。
6. 樂齡團契聚會 (更新事項)
新年度的樂齡團契活動將於 2 月 28 日 (星期四) 舉行。當天將會慶祝在一
月至三月份出生的會友，並會分享生活見證。歡迎長者參加。詳情查詢及報
名，請聯絡 Jeff Wang 王昌文傳道 0403086635 或彭惠姊妹 0417 217 890。
7. 教會以外信息: 新南威爾士州 OMF 會議 (更新事項)
今年的 OMF 新南威爾士州會議將會探討基督徒如何在只有少數基督徒居住的
地方過著他們的生活，同時見證那“看不見”的上帝。
主題：
講員：
日期：
時間：
地點：

為那“看不見”的作工
James（來自東亞的宣教士）
2019 年 3 月 2 日（星期六）
上午 9:30 – 下午 5:00
Toongabbie Baptist Church
180 Toongabbie Road, Girraween
費用： 成人$40
兒童（12 歲及以下）$20
請往以下網址 https://omf.org/australia/nswservingtheunseen/ 查詢或註冊。
8. CCC 奉獻指南
如欲了解 CCC 獻金用途及電子轉賬方法、請參閱以下鏈接
https://tinyurl.com/y7uqtawl

2019.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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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訂閲教會報告
我們鼓勵您通過教會報告事項更了解我們教會的狀況。您可以透過以下多種
方式訂閲教會報告：
1. 電子郵件 - 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admin@cccmilsonspoint.org，標題為“訂閱教
會報告”，並提供以下資料：“姓名，堂會（9:15 /粵語/ 11:15 /國語/下午
4 點/Redeemer）”。
2. Whatsapp - 您必須將教會辦公室電話號碼 0403 865 530 存放在您手機的聯
繫人列表中。然後 Whatsapp 教會辦公室以下資料：
“訂閱：姓名，堂會（9:15 /粵語/ 11:15 /國語/下午 4 點/ Redeemer）”。
3. 教會網站下載 : http://www.cccmilsonspoint.org/pdf/mandarin.pdf 或
http://www.cccmilsonspoint.org/pdf/canto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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