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ġġġġġġġġġġ
ġ

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婆➪ᶱ⋩忙⸜䲨⾝ⲯ㊄ġġġġḴ暞ᶨℓ⸜ℓ㚰⋩ḅ㖍ġ
ġ
㊃⼭Ļġ湫㓷勡İ䌳匶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㕘Ṣ㍍⼭Ļġ昛㳒懆⣓⨎ġġġġġġ ġ ⎠䏜Ļġ㜿⭞⬷⻇⃬ġ
枛㍏Ļġ吋㙱暮วһġ
ġġġġőőŕĻġ嵁㻊⌧⥲⥡ġ
⭋⎔ġ ġ
ᶱᶨ枴ġ

ġġġ┇䣢抬 ĵ烉ĲĲ烊䲬侘䤷枛 ĵ烉ĳĴĮĳĵ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ⷕĻġ⦻᰼᮷ۣ䚃ġ
ġġġ孂伶䛇䤆叔䤷ᷳ㟡炻ᶾᶲ叔㮹孂伶ᷣ】炻ġ
⣑ἧ⣑幵孂伶ᷣ⎵炻孂伶俾䇞俾⫸俾曰ˤ旧Ᾱˤġ

満䥙ġ
孂伶ġġġ

ġġ䓇␥俾娑ġ䫔 Ĺ 椾ġġŜ㥖侨㬠㕤䛇䤆Şġ

ἧ⼺ᾉ䴻ġ
ġ

ġġġġġġġ㣲䏛䏛➟ḳġġ

䥙⏲ġ ġ

ġ

ġ

ġ

ġ

ġ

䌣娑ġ ġ

ġġġŜ㯠⿺䘬䫼⓷Şġ

ġ

ġ

ġġġġġġġġġġ柀ⓙĻġ㜄⽟㿂➟ḳġġ

䌣娑ġ ġ

ġġġŜ䤊㗗ㆹ䘬䅰Şġ

ġ

ġ

ġġġġġġġġġġ䌐ⓙĻġ旖ġġġġ㮹⻇⃬ġġ

⮷㍸䏜㺼⣷ġġġġġŜ⣑䇞ᶾ䓴䛇伶渿Şġ ġġġġġġġġġġġ㛶ġ㔴⥲⥡ˣ楔⌂㔯İ⬓⿉㘐⻇⃬ġ
䌣娑ġ ġ

ġġġŜŜᷣ䥙㔯Şġ

䌣娑ġ ġ

ġġġŜ㚨䞍⽫䘬㚳⍳Şġ

嬨䴻ġ ġ

ġġġ䲬侘ᶨ㚠 ĵ烉ĸĮĳĲġ

嫃忻ġ ġ

ġġġ⼤㬌䚠ッġ

ġġġ䌣娑ġġ
⣱䌣ġ ġ

ġ

ġ

ġ

ġġġġġġġġġġ䌐ⓙĻġ⻝ġġġġ䏳⥲⥡ġ

ġ

ġ

ġ

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嫃⒉Ļġ哉⬷➢䈏ⷓġ

ġġġŜ嬻ッ崘≽Şġ ġ

ġ

ġ

ġ

ġġġġġġġġ楁㝷㛐⛀⣹ġ

ġġġ䓇␥俾娑ġ䫔 ĵķĶ 椾ġġŜᶨ↯䌣⛐⡯ᶲŞġ

⟙⏲ġ
ⓙ娑ġ ġ

ġġġ䓇␥俾娑ġ䫔 ĳĲĹ 椾ġŜŜẍッ䚠忋Şġ

ⓙ娑ġ ġ

ġġġŜ岄䤷冯ἈŞ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

䯉⣏䪈⻇⃬柀ⓙġ

䤅䤷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哉⬷➢䈏ⷓġġ
ġġ
ġ

満䥙İ㔋㚫ġ

嫃⒉ġ
柀娑ġ
枛㍏ġ

ᶳᷣ㖍ⲯ㊄ᷣ柴Ļġ⬱ㄘ╒㯋ᷳṢ䘬䤆ġġġġġ㜿⼴ ĸ烉ĶĮĸġ
䌳㖴㔯⁛忻ġ ᷣⷕġ 伭Ṳ列➟ḳġ
㊃⼭ġ
∱䡏䏎İ楔┬⨟ġ
䌳Ἓ卡⥲⥡ġ ⎠䏜ġ 㾖ġġġġ吪⥲⥡ġ 㕘Ṣ㍍⼭ġ ⷠⲯ⺢⣓⨎ġ
㛙Ṕ⽟⻇⃬ġ
㜿ġġġġ圵⥲⥡ġ
őőŕġ

ȾㆹᾹ

↮ṓ⤥㴰〗曰ᾖ⮷⑩䓇␥晳婆!!
䘬ᶵ⤥炰Ṳ㖍㗗㚱⤥ᾉ〗䘬㖍⫸炻ㆹᾹ䪇ᶵἄ倚炰ȿ炷䌳ᶳ

ĸ烉ĺ炸ġ

ġġġġ⚃ᾳ⾓梻㬣䘬Ḇᶸ⛐ẍ刚↿䘬䆇⢾㰢⭂㈽旵㔝幵炷䌳ᶳ ĸ烉Ĵ炼ĵ炸ˤ䔞
ṾᾹ崘忚㔝Ṣ幵䆇⌣䘤䎦塷朊㰺㚱Ṣ炻Ữ⃭㺧叿䈑屯炻忁栗䃞㗗ᾱゞ徫崘
䘬嶉尉ˤṾᾹ⎫ᾳ䖃⾓炻᷎ᶼ⍾崘慹戨堋㚵ˤᶵᷭ炻ṾᾹ⛐⭛⾽⍿㆚优
䉗伒デ䘬㶟⎰⽫䎮槭ἧᶳ炻⚆⍣㈲忁⤥㴰〗⏲姜恋ṃ俞嶗㐺⅟❶塷棹梻
䘬Ṣ炻ἧṾᾹḇ傥↮ṓ忁ᶨ↯ˤġ
ġġġ↮ṓ傥⸓≑溻准ṢᾹ炻ḇ㚫䴎ㆹᾹⷞἮ⾓㦪ˤㆹᾹ㦪シ㈲㚦䴻慓⤥䘬
慓䓇ṳ䳡䴎ㆹᾹか⎴㧋䕭䘍䘬Ṣ烊ㆹᾹḇ㚫䅙⽫㈲㈨埻⍰⤥⍰婈⮎䘬ⶍ
Ṣṳ䳡䴎⇍Ṣˤ⎗㗗炻ㆹᾹ㚱姙⣂Ṣ⌣ᶵ䅙堟㈲ᶾ䓴ᶲ㚨⤥䘬㴰〗ṳ䳡䴎
⇍Ṣ炻恋⯙㗗炻➢䜋傥㺧嵛棹梻䘬⽫曰ˤ℞⮎炻冯Ṣ↮暊ἧṢ棹梻䘬⽫曰
⼿梥嵛䘬⤥㴰〗炻㗗➢䜋䴎ㆹᾹ䘬␥Ẍ炷⣒ ĳĹ烉Ĳĺ炻⼺ Ĳ烉Ĺ炸ˤ㖊㗗␥Ẍ炻
⯙䔞䃉㡅ẞ⛘思埴炻枮㚵思埴⯙㚫䌚⼿Ṿ䘬▱姙炷㜿⼴ Ķ烉Ĳı炸ˤġ
ġġġġḇ姙Ἀ冯Ṣ↮ṓ䤷枛䘬椾天≽㨇㗗↢㕤佑⊁炻ỮἈ⼰⾓⮯㚫䘤䎦ẍッ⽫
↮ṓ䤷枛䘬╄㦪ˤㆹ䫱⋹⽖炻ッᶵ㡬ㆹ烊㖊▿ᷣ】炻婈栀冯Ṣ↮ṓˤ↮ṓ
䤷枛⯙㗗ᶨᾳḆᶸ⏲姜⎎ᶨᾳḆᶸ⇘⒒塷⍣㈦梇䈑ˤġ
഻䃎าһ丵
Ĳį

㬉彶㕘㚳⍳Ᾱ炻ㆹᾹ⼰檀冰ἈᾹ䘬Ἦ⇘炻婳䔁㬍ㆹᾹᶨ崟ṓ䓐⋰梸ˤġ
Ṳ⣑㗗⚳婆➪枸⁁⋰梸炻婳䔁ᶳ⸓⾁㶭㻼ˤġ

ĳį

Ŝヽ忻䎕ŞṲ㖍ᶳ⋰ Ĳ 㗪 Ĵı ↮炻⛐㔁㚫 Ĵ 嘇冱埴ˤġ

Ĵį

Ŝ䡸䞛㞍䴻⮷䳬ŞṲ㖍ᶳ⋰ Ĳ 㗪 Ĵı ↮炻⛐㔁㚫 ĳ 嘇冱埴ˤġ

ĵį

Ŝ攟曺㞍䴻⮷䳬ŞṲ㖍ᶳ⋰ Ĳ 㗪 Ĵı ↮炻⛐㔁㚫 Ĳ 嘇冱埴ˤġ

Ķį

Ἀ゛䞍忻⾶㧋嶇Ṣ⁛䤷枛╶ŀ㬉彶Ἦ⍫≈⚳婆➪⬱㌺䘬➡妻ȿ⤪ỽ嶇Ṣ
↮ṓ䤷枛ȿġĹ 㚰 ĳķ 㖍ġħġĺ 㚰 ĺ 㖍ġᶳ⋰ ĲĻĴıĮĳĻĴıġ⛐㔁㚫 Ĳ 嘇冱埴ˤġ

ķį

⚳婆➪ Ĵı 忙⸜曰ᾖ䆇炻⮯⛐ ĺ 㚰 ĳĹĮĲı 㚰 Ĳ 㖍冱埴炻䎦⛐攳⥳㍍⍿⟙
⎵炻婳⎹昛庤㖣⥲⥡ㆾ䝧呻⥲⥡⟙⎵ˤġ

ĸį

⚳婆➪ Ĵı 忙⸜ ŕĮŴũŪųŵ炻⺞攟䘣姀㗪攻炻婳⎹吋劍䏛⥲⥡䘣姀妪岤ˤġ

Ĺį

⚳婆➪ᶲᷣ㖍ⲯ㊄ᶨ凔⣱䌣ĻġĥĴĸıĴįıĶ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㔁⣱䌣烉ĥĲııġġ
倂㚫Ṣ㔠ĻġĲķĶ Ṣġ

⡢Ҷ׳䙢ᴳ৻ѻ䯃ᖬ↔䰌ᠧǃᔪ・ؑԠǃ䮧䵸ᙗˈ഻䃎าᴹᇊᵏⲴ
ൈཱྀ⍫अ઼ൠ॰ᙗⲴᇦᓝḕ㏃䰌ᠧሿ㍴ˈ䂣ᛵ䃻ੁᴹ䰌㚟㎑Ӫ䂒Ǆġ
⍫अ
丣′һᐕ
䂙⨝
ᮉᴳॸ佀
俉᷿ᵘ䶂ᒤൈཱྀ
ԕंൈཱྀ˄㚧ᾝ䶂ᒤ˅
⍫⋹㚧䶂ൈཱྀ
⍫⋹ᇦᓝൈཱྀ
㚧䶂ൈཱྀ
䮧䶂ḕ㏃ሿ㍴
⼀⸣ḕ㏃䰌ᠧሿ㍴
ᚙިᇦᓝḕ㏃䰌ᠧሿ㍴
North Ryde ᇦᓝḕ㏃䰌ᠧሿ㍴
Chatswood ᇦᓝḕ㏃䰌ᠧ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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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㚰
㳣≽
 ᰕ
俉᷿ᵘൈཱྀ
ᱏᵏӄ
:DKURRQJD

ẍ≺⛀⣹

 ᰕ
ᱏᵏޝ

 ᰕ
ᱏᵏӄ


㚟㎑Ӫ
օੋ⪌(Annie)
ઘ⦹៦(Grace)
ᙑ▄(Julie)
ࢹ䶂ᾐᕏ(ݴToby)
ᵡహ䌿ᕏ(ݴIan)
ằ⅓Ⴇ(Jane)
䏉ݻཛ႖˄Michael/Crystal˅
哳᮷(Chris)
⦻᰼᮷ۣ䚃(Jeff)
㪓᳹䴧วһ(Ray)
㪓᳹䴶วһ(Tim)
☞ᶮ古ཛ႖(Marco/Grace)
䲣⍚䡎ཛ႖(Leo/Rita)

⛘溆/㗪
㗪攻
ᮉᴳ  㲏ᡯ
к  ᱲ  ࠶
∱⭞所⣓⨎⹄ᶲ
㘂ᶲ  㗪  ↮
昛⃫ᷕ⣓⨎⹄ᶲ
㳣㱱借曺⛀⣹
㘂ᶲ  㗪
1RUWK5\GH
㾖㜦浜⣓⨎⹄ᶲ
⭞⹕㞍䴻斄㆟⮷䳬 㘂ᶲ  㗪  ↮
㜄⽟㿂⣓⨎⹄ᶲ
借曺⛀⣹
㘂ᶲ  㗪  ↮
㔁㚫  嘇
楁㝷㛐⛀⣹
㘂ᶲ  㗪  ↮
㔁㚫  嘇
ẍ≺⛀⣹
㘂ᶲ  㗪  ↮

暣娙














ᷣ柴
କ᷇ཊࡽᴨ
ἧ⼺埴⁛
⯤ⶴ䰛姀
⒍㜿⣂⇵㚠
⁛忻㚠
⒍㜿⣂⇵㚠
⒍㜿⣂⇵㚠


Ḵ⓷烉俾
俾䴻⮵Ṣᷣ天䘬㔁妻㗗Ṩ湤烎˪⦩㕗㓷㕗⽟⮷㔁天⓷䫼˫
䫼烉俾䴻⮵Ṣᷣ天䘬㔁妻㗗烉Ṣ⮵ᶲⷅ䔞ᾉṨ湤炻᷎ᶼᶲⷅ天Ṣ䔞䚉Ṩ湤屔ảˤ
∝ 烉烊䲬 烉烊伭 烉烊㍸⼴ 烉 䓛 烉炼烊㚠 烉烊娑 烉烊
烉烊㍸⼴ 烉炼








孂伶
[㥖侨㬠㕤䛇䤆]
䓇␥俾娑炻8
1. 㥖侨㬠㕤䛇䤆炻䣪ㆸ⯙⣏ḳ炻䁢ッᶾṢ䓂军岄ᶳ䌐䓇⫸炻
䌣ᶲ䣪䓇␥䁢Ṣ岾伒⍿⭛炻㯠䓇攨⣏攳炻ṢṢ⎗忚Ἦˤ
2. 㓹ᷣ㳩⮞埨炻ỽ䫱ℐ⁁㓹】炻䛇䤆ㅱ姙岄䴎↉ᾉ䣪䘬Ṣ烊
伒Ṣᷕᷳ伒櫩劍䛇⽫䚠ᾉ炻ᶨᾉ月ᷣ⯙⽭⼿崎伒ᷳ】ˤ
3. 䇞䤆┇䣢䛇䎮炻䣪ㆸ⯙⣏ḳ炻啱俾⫸俞䧴ㆹᾹ㬉㫋䃉㭼炻
⮯Ἦ夳ᷣ朊ㆹᾹ⽭㚜樂姅炻ỽ䫱⣯⥁㓡嬲炻㚜䲼㻼䃉䏽ˤ
∗㫴烉孂伶ᷣ炻孂伶ᷣ炻ℐ⛘修倥ᷣ倚烊孂伶ᷣ炻孂伶ᷣ炻叔㮹⾓㦪㬉㫋烊
ġ ġ ġ 婳Ἦ啱俾⫸俞䧴Ἦ⇘䇞⇵炻㥖侨㬠ᷣ炻䣪ㆸ⯙⣏ḳⶍˤ

䌣娑

[㯠䘬䫼⓷]
⣑枣娑㫴
柀ⓙĻġ㜄⽟㿂➟ḳ
⛐ᶾᶲ㚱⣂⮹㬉䪹炻傥ἧἈ⾓㦪㯠ᷭ炻娎⓷婘傥㓗惵⮯Ἦ炻㯠怈ᶵ⽭㑼ㄪˤ
⎵⇑恋⣑ㇵ嵛⣈炻傥ἧἈ㺧嵛㯠ᷭ炻
娎⓷⯙䬿㑩㚱ᶨ↯炻婘傥⬰ỷ䛤⇵䘬㚱ˤ
Ṣᶾ攻嬲⸣䃉䩖嬲⸣炻Ṳ㛅⣂⮹⼑炻⛐㖶㖍廱䛤㴰必暊攳烊
ᶵ㛥䘬䓇␥㯠⬀⛐炻⛐俞䧴➢䜋塷朊炻
⛐嶇晐Ṿ䘬Ṣ⽫攻炻俞䧴➢䜋Ṿ㗗㯠䘬ᷣ⭘ˤ
ġ
ġġġŜŜ䤊㗗ㆹ䘬䅰Ş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枣娑㫴
䌐ⓙ: 旖 㮹⻇⃬
䌣娑ġ ġ
俞厗炻俞厗炻䤊㗗ㆹ䘬䅰炻俞厗炻俞厗炻䤊䄏㖶ㆹ䘬湹㘿ˤ
䤊⁷㖍↢䘬㘐炻Ἀ䤊⁷䃉暚䘬㶭㘐炻䤊䘬娙㗗⬴ℐ䘬炻䤊䘬娙㗗䃱ⅰ䘬ˤ
ㆹ天㗪⇣䧙嫅䤊炻ㆹ天㫴枴䤊⎵炻ㆹ天㗪⇣䧙嫅䤊炻ㆹ天㫴枴䤊⎵ˤ
㈽月Ἀ䘬Ṣ炻䤊⯙ Ṿ䘬䚦䇴ˤ
䌣娑ġ ġ
ġġġŜŜᷣ䥙㔯Ş
䌐ⓙĻġ⻝ġġġġ䏳⥲⥡
⣑ᶲ䘬䇞⓲炰栀Ṣ悥⮲䤊䘬⎵䁢俾ˤ栀䤊䘬⚳旵冐ˤ栀䤊䘬㖐シ埴⛐⛘ᶲ炻
⤪⎴埴⛐⣑ᶲˤㆹᾹ㖍䓐䘬梚梇炻Ṳ㖍岄䴎ㆹᾹˤ
ㆹᾹ䘬⁝炻⤪⎴ㆹᾹḮṢ䘬⁝ˤᶵ⎓炻ㆹᾹ忯夳娎㍊炻㓹ㆹᾹ僓暊⃯らˤ
⚈䁢⚳⹎炻㪲㝬炻㥖侨炻ℐ㗗䤊䘬炻䚜⇘㯠怈ˤ旧Ᾱˤ
ġ
徎⋿娑怠䱦怠 100 椾炻98
䌣娑ġ ġ
ġġġŜ㚨䞍⽫䘬㚳⍳Ş
ᷣ炻Ἀ㗗ㆹ㚨䞍⽫䘬㚳⍳炻ᷣ炻Ἀ㗗ㆹ㚨奒ッ䘬Ờ炻
ㆹ䘬⽫⛐⣑⣑徥゛叿Ἀ炻㷜㛃夳⇘Ἀ䘬朊ˤ
⛐ㆹṢ䓇䘬㭷ᶨᾳ⎘昶炻⛐ㆹṢ䓇䘬㭷ᶨᾳ⮷䪁炻
Ἀ䘬ㇳ䷥㗗⛐㓁㉱叿ㆹ炻㈲ㆹⷞ⛐Ἀ幓怲ˤ
⏲姜ㆹ䔞崘䘬嶗炻㰺㚱㹹ᶲ㬣ṉ䶂炻Ἀッỽ䫱䘬攟敲㶙檀炻ㆹ⽫䘤↢樂▮炻
㚱Ḯᷣ怬天䓂湤炻ㆹ⽫冯ᷣ⽫䚠忋炻ㆹ崟娻天嶇晐ᷣ炻㯠ᶵ㓡嬲ˤ


⦫䂙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嬻ッ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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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報告事項
1. 差傳會議 (新事項)
差傳會議 (Reachout Conference) 是為了協助基督徒尋找他們在上帝環球差傳
事工方面之位置及為人們提供一平臺加深對世界失落者的認識。這是一個令
人興奮的周末，對象不單為思考有關到海外事奉的人，同時也認證信徒在澳
洲本地教會為環球差傳方面所負之重要角式，請帶幾位教會會友來參加 !
會議從 9 月 8 日至 9 日在藍山會議中心 (KCC Katoomba) 舉行。各位也可選
擇參加部份時間的節目。
如欲查詢，請往網頁 https://reachoutmissions.com.au/ 或聯系 Alex Yuen, 手機
0403 456 241。
2. Redeemer 在 Emerge 節之街頭攤位 (新事項)
日期:
9月1日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地點:
攤位 S2 號，位於春街 (Spring Street),，靠近 Xic Lo 越南粉餐廳，文
化中心 (Concourse) 對面
節目網頁: http://emergefestival.com.au/streetfair/
去年有超過 12 萬人參加了 2017 年在卓士活舉行之街市慶祝會，有超過 120
攤位擺設在卓士活的街道上! 我們在今年再擺設一個攤位，活動包括流動攝
影棚，塗臉，噴頭髮及免費冰茶! 我們渴望我們 CCC 的大家庭前來問候並
協助與本地市民分享我們的偉大救主。在此先感謝各位的支持，期望您來參
加!
3. 婦女圖書館 (今天)
婦女圖書館在今日，和每月的第三個星期日，設在庭院內，為任何有興趣借
書或歸還書籍的人士開設。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聯繫 Ivy Yee 0411 772 957
或 ivy.yee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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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方建邦傳道及方岑惠儀傳道的辭職
經過長久的禱告及考慮，方建邦傳道及方岑惠儀傳道已在二零一八年七月十
八日遞交辭職信給長老們。他們深信他們的辭職是神的旨意。隨後，長老們
亦數次請求他們重新考慮。經過更進一步的禱告及考慮，方建邦傳道及方岑
惠儀傳道仍然深信他們的辭職是神的旨意。長老團已在二零一八年八月八日
正式接受他們的辭職。方建邦傳道及方岑惠儀傳道將會繼續在 CCC 事奉直
至到二零一八年年底。他們感謝神及 CCC 給他們這八年半傳道事奉的福
分。
5. 長老團的回應
經過與方建邦傳道及方岑惠儀傳道討論和禱告之後，希望他們繼續留在悉尼
華人基督教會，長老團很遺憾在最近長老團會議上不情願地接受了他們的辭
職。教牧團和長老們要感謝他們忠實地為教會，粵語堂和婦女事工服侍。我
們祈禱神將繼續使用他們和祝福他們未來的事工。
長老團致力於確保粵語堂和婦女事工得到支持，並已經同意尋找替代教牧，
並將很快成立一個教牧尋找委員會。此外，我們讚揚並感謝神賜予方傳道們
的意願，讓他們準備留到年底，並確保與教牧團，長老和各領導團的良好過
渡。
當李廣霖執事從海外回來時，我們將與教牧團，長老們，粵語堂領導一起開
始詳細安排過渡。我們要求你們祈求神幫助及引導教會，方建邦傳道及方岑
惠儀傳道，教牧團和長老們，渡過這個令人不安的變更時期。
6. One Love 婦女大會 (更新事項)
One Love 是為所有年紀及生命階段之婦女而舉辨之會議，請來與其他各堂會
己登記之超過 50 位姐妹一起參加。
日期:
地點:
講員:
主題:
費用:

2018 年 8 月 25 日，星期六
雪梨奧林匹克會堂
Mary Wilson 和 Ray Galea
英文 “自信:我的立場”
89 元 (如果有多於 10 位參加 )

如你仍有興趣參加，請聯系: 余師母 Ivy (手機 0411772957), Vanessa Tan，
Jessica Wang 或 Nicky Seeto。
2018.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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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外基督使團全國會議
2018 年度海外基督使團（OMF）全國會議將於 9 月 1 日（星期六）舉行。這年
的主講是 OMF 總主任馮浩鎏牧師/醫生。你不需要已經在考慮或參與在宣教事
工才能參與這次會議，你可以前來學習更多關於世界宣教事工，和從它看到神
如何使用平凡的人們在世界各地工作而得到啓發。
欲了解更多信息，請前往 https://omf.org/australia/national-conference-2018
地點：Wesley Conference Centre, 220 Pitt St, Sydne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樂齡團契聚會
樂齡團契活動將於 8 月 23 日(星期四)舉行。 這週我們將慶祝父親節和包餃子。
歡迎參加。詳情查詢及報名, 請聯絡方岑惠儀傳道 0416 168 138 或彭惠姊妹(國語)
0417 217 890。
9. 女士聖經研究組 (更新事項)
女士聖經研究組將於 8 月 3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15 分在方岑惠儀傳道家中進
行。這個星期的聖經研讀使徒行傳第 24-25 章，歡迎所有本教會的女士們參加。
查詢請聯絡方岑惠儀傳道 0416 168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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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四頁之第三頁

10. 透過電郵或 WhatsApp 訂閲教會報告 (更新事項)
我們邀請你透過電郵或 WhatsApp 訂閲教會報告訂閲電子版的教會報告會幫助你
固定收到最新的教會消息，就算你不能出席教會崇拜時，而又可以輕易瀏覽過
去的報告。你也會在收到列印版的報告前就收到電子版的報告。
透過電郵訂閲時，請電郵至 admin@cccmilsonspoint.org，並以‘Church Announcement
Subscription’為主題。在内輸入以下：
名字, 所屬堂會(9:15/Cantonese/11:15/Mandarin/4pm/Redeemer).
透過 WhatsApp 訂閲時，將教會辦公室的號碼 0403 865530 存為你的聯絡人名單。
如果您不將其保存在聯繫人名單中，那麼您將不會收到每周的發佈。
然後透過 WhatsApp 給該號碼傳訊息如以下：
Subscription: 名字, 所屬堂會(9:15/Cantonese/11:15/Mandarin/4pm/Redeemer).
如有詢問，請電郵或 WhatsApp 教會辦公室。
你 亦 可 以 透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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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