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輪值 本主日（5/6/16） 下主日（12/6/16） 
講員 區振威傳道 梁文康牧師 
主席 陳偉立 李文劍 
聖餐 胡趙如冰 林呂艷蕾 何柏年 譚深泉 林銘基 關樹仁 
司琴 陳湛慧敏 鄺芷瑩 
讀經 陳偉立 李文劍 
司事 方學信 方林幸容 

阮子欣 麥永生 
鍾鷹翔 鍾曾寶珠 
周林幼敏 伍達湖 

迎新 唐振華 唐梁潔玲 林金全 唐振華 唐梁潔玲 林金全 
嬰兒 陳黃麗珍 黃朱雪琦 何雅杰 林王淑媛 

禮堂收拾及主日學樓關門：以勒團契 投影機：胡黃惠群 
 
上週奉獻     粵語午堂 四堂合共   粵語午堂四堂合共 
經常費每週預算 19,415.00     差傳基金  250.00 850.00 
經常費   3,888.25 10,785.40    
慈惠基金     50.00 50.00      總奉獻金額  11,685.40 
  
上週聚會人數 
英語堂崇拜 112   
粵語午堂崇拜 184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19 
粵語早堂崇拜  95    成人主日學   44    
國語堂崇拜  88   成人主日學   15  兒童主日學   12 
 
主日聚會 （聚會地點：Marsden 中學 Winbourne Street, West Ryde） 
英語崇拜 兒童團契 粵語成人及青年主日學 9:15am 
粵語午堂崇拜 兒童主日學  英語成人及青年查經班  11:00am 
 
主日聚會  （聚會地點：展愛堂－1 Reserve Street, West Ryde） 
國語崇拜 11:00am   國語成人查經班  9:15am    兒童主日學 11:00am 
 
主日聚會  （聚會地點：West Ryde 社區中心－3-5 Anthony Road, West Ryde） 
粵語早堂崇拜 9:15am    粵語成人查經班 11:00am 
 
平日聚會 （聚會地點：展愛堂－1 Reserve Street, West Ryde） 
祈禱會 兒童遊戲組 樂齡中心 興趣班 金齡之家 
職青團契 英語青少年團

契 
粵語青年團契 國語青年團契 

家庭團契 國語團契 國語長者查經班 細胞小組  
以上各聚會詳情請致電教會辦公室查詢  

教會辦公室－地址：1 Reserve Street, West Ryde NSW 2114 電話：9804-0052 
電郵：office@cabc-wr.org  教會網址：www.cabc-wr.org 傳真：9804-0053 

辦公室時間：9:30am – 4:00pm (星期二至星期五)    
教會幹事：楊林曼娜  幹事助理：潘戴小玲 

  
 

教會主題：投資人生 作主門徒－活出真理 
  

粵 語 午 堂 主 日 崇 拜 
二零一六年六月五日上午十一時 

 
宣召 出三：14；啟一：8 
讚美 在你寶座前 

數算主恩 
恩典太美麗 

認罪安慰 馬太福音二十二：36-40 
奉獻 哥林多前書九：19-23 

敬拜主 
讀經 彼前二：13-17；羅十三：1-5 
證道 抗衡文化系列〈八〉—  

福音與宗教自由 
回應 在這彎曲悖謬世代中 
聖餐 與主合一 
歡迎及報告  
祝福 阿們頌     

 
   
 

 
    主任牧師：   柳筱祺牧師（0425 210 185）      
    牧者、傳道： 梁文康牧師 ／ 傅秀娟牧師／莫基恩傳道／方兆雄牧師 
                 Joseph Cho 傳道 ／ 區振威義務傳道                      

使命宣言：華澳浸信會展愛堂是要在本區到地極，以耶穌

      基督的福音，建立一個愛神愛人的大家庭。 



  
 『務要尊敬眾人，親愛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彼得前書 2:17 

          
       －在恩典下活出真理 
              
                                   
                                                     
                

    
5/6   Worldshare 七月份（7 月 8-22 日）在中國廣西都安縣的英文

营的籌備。 
6/6   國語堂鄧歡姊妹（Sunny）在華傳的服事以及工作簽證的申請。 
7/6   凌約翰宣教士夫婦在澳洲海外基督使團（OMF）的服事 – City 

Thai 團契。 
8/6   佘凯恩在日本 OMF 的事奉，她將在 9 月份回澳述職。 
9/6   馬醫生夫婦在 OMF 東北亞的事奉 -  徵聘工場主任。 
10/6  Aaron 和 Amy Koh 宣教士在台灣 OMF 的事奉 - 學習台語國

語。 
11/6  馮浩鎏醫生夫婦在 OMF 星加坡總部的事奉 - 裝備基層教會的

牧者及信徒領袖宣講神的話。 
     差傳事工—詳情請看附頁。                 

 
 
1. 教會將於六月八日，星期三晚上八時為七月二日的聯邦大選禱告。懇

請弟兄姊妹同來為澳大利亞守望。 
 

2. 教會廿七週年四堂聯合感恩崇拜將於 3/7（主日）上午十時在 Marsden
中學舉行，請弟兄姊妹留意。 

 
3. 宣教機構華傳‘把握時機’宣教生命粵語訓練課程，詳情請看‘外界

消息’。鼓勵大家參加，差傳部將資助參與者 $50，請向 Eliza Lee 姊
妹查詢。 

 
4. 中國廣西英語營短宣隊，於今天下午 12:30 至 1:30，分別在 Marsden

中學及展愛樓，舉行籌款活動 --“街頭小吃＂，並“西洋畫義賣＂（只
限 Marsden 中學）。請弟兄姊妹踴躍支持購買。所籌款項，將用以協
助 WorldShare 在都安縣安寧小學興建宿舍。 

 
5. 爾道自建靈修系列之「約拿書」靈修資料放置在禮堂後，歡迎弟兄姊妹

取用。 

6. 下週是抗衡文化講道系列最後一次，教會將為非洲部落募款，請大家
預備。 

 
7. 教會將於本月 19 日下午 2:15 在展愛樓有「為聯邦大選作預備」的講

座。誠邀弟兄姊妹一同參與。 
 
8. 金齡團契於 6/6（星期一）上午 10.00 至 12.00 在展愛樓舉行，主題是

一歩一歩學箴言第 22 歩「說話的智慧（2）」，由區振威傳道主講，歡
迎弟兄姊妹及邀請朋友參加。 

 
9. 約書亞團契六月聚會主題：「彼此相顧」。教會內各團契、各小组都是

彼此相交，一起學習及分享如何在主的愛裏彼此相助，在愛中建立自
己。日期：11/6（星期六），時間：下午 4:30。地點：展愛樓 1 Reserve 
Street, West Ryde。歡迎你來一起與我們以愛結連，同心事奉活出愛。
每家庭請攜帶小菜一款，一起在主内分享。我們會準時開始。 

 
10. 由於 6 月 13 日是公眾假期，金齡之家聚會暫停一次。 

 
11. 最近 Marsden 中學在室外新設了健身設備。基於安全準則考慮，學校

請教會弟兄姊妹不要使用。     
 
12. 樂齡中心節目：  9/6 端午節；  16/6 易胡樂 

 
13. 今天午膳：雪菜火鴨絲炆粉；豉淑肉片炒河；滑蛋牛肉飯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主辨的‘把握時機’宣教生命粵語課程（共 5 課）將於

2016 年 7-8 月在雪梨華人宣道會希伯崙堂（51 Hawsbury Road, Westmead）舉
行，一個非一般理論式的課程，能幫助信徒提高對宣教的認識，進一步掌握宣
教具體行動和角色。課程由華傳澳大利亞辦事處主任劉得福牧師統籌，歡迎
對宣教有負擔的弟兄姊妹參加，報名表在禮堂後面。費用：$100 包括材料和
證書，15/6 截止。  
課堂時間 七月 八月 時間 

週日 17   31 7   午 2:00-7:00 
週六   23     13 上 9:00-午 4:00 

         
• 澳洲鹽光使團主辦公開專題講座，主題：「同性婚姻與聯邦大選」於今天下午

2:30，地點：9 Gatwood Cl, Padstow，講員：Dr. Ross Clifford，英語主講，普
通話傳譯，免費入座，查詢：9868 7003 或 0420 902 168。 

• 康恩關懷中心主辦—2016 年沈祖堯教授雪梨粵語公開講座之「最愛是誰」，
於 27/6（星期一）晚上 7:30-9:30 在天恩華人長老會（38 James Street, Lidcombe 
2141）；另一個公開講座—「與關顧者的一席話」，於 29/6（星期三）晚上 7:30-
9:30 在雪梨華人宣道會希伯崙堂（51 Hawkesbury Road, Westmead 2145），免
費入場，查詢電話：0412 384 838（Judy Ho）。 

家事報告 

每週金句 

同心禱告 

\
\ 外界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