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輪值輪值輪值輪值 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24/1/16）））） 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31/1/16）））） 
講員 柳筱祺牧師 梁文康牧師 

主席 林銘基 黃俊傑 

司琴 陳錫樑 梁孫佩欣 

讀經 李思維 黃俊傑 

司事 阮子欣 鍾鷹翔 

周林幼敏 林李蓮好 
阮子欣 陳偉豐 

周林幼敏 林李蓮好 
迎新 胡趙如冰 陳偉立 

梁周詠琴 
胡趙如冰 陳偉立 

梁周詠琴 
嬰兒 區楚翹 陳湛慧敏 陳黃麗珍 王淑媛 

禮堂收拾及主日學樓關門：以勒團契    投影機：胡鴻基 
 
上週奉獻上週奉獻上週奉獻上週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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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 480.00 
經常費  6,681.80 10,394.80     柬埔寨短宣 1,000.00 1,000.00 
慈惠基金        － 50.00     總奉獻金額  11,924.80 
  
上週聚會人數上週聚會人數上週聚會人數上週聚會人數 
英語堂崇拜 126   
粵語午堂崇拜 174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18 
粵語早堂崇拜  75   成人主日學   
國語堂崇拜  97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19 
 
主日聚會主日聚會主日聚會主日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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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聚會主日聚會主日聚會主日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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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聚會主日聚會主日聚會主日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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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聚會平日聚會平日聚會平日聚會 （聚會地點：展愛堂－1 Reserve Street, West Ryde） 
祈禱會        兒童遊戲組        樂齡中心             手工藝班   
金齡之家        英語青年團契       職青團契            粵語青年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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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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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主題教會主題教會主題教會主題：：：：投資人生投資人生投資人生投資人生    作主門徒作主門徒作主門徒作主門徒－－－－活出真理活出真理活出真理活出真理    
�����������������������������������������������    

    
粵粵粵粵 語語語語 午午午午 堂堂堂堂 主主主主 日日日日 崇崇崇崇 拜拜拜拜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一一一一月月月月二二二二十十十十四四四四日日日日上上上上午午午午十一時十一時十一時十一時    
 

宣召 詩篇一百一十三：1-3 

讚美 一首讚美的詩歌 

無言的讚頌 

十架的冠冕 

認罪安慰 詩篇一百三十九：23-24 

保惠師 

奉獻 感恩歌 

讀經 約翰一書二：29-三：10 

證道 「我們都是神的兒女？」 

回應 請對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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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兆雄牧師 ／ 莫基恩傳道 ／ 區振威義務傳道 
             傅秀娟牧師 ／ 沈再團牧師 ／ Joseph Cho傳道                         

使命宣言使命宣言使命宣言使命宣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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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 神的兒女．我們也
  真是他的兒女。』  約翰一書 3:1a 

                                        

          
                     －在恩典下活出真理 
                                                        
                           
                                                      
                
    
24/01  為教會各牧者，議會成員及各堂堂委禱告；讓他們在新的

 一年有好的配搭和有從上頭來的智慧帶領教會。 

25/01  為教會的弟兄姊妹禱告；讓他們在新的一年繼續經歷神的恩

 典和熱心服事主。 
26/01  為新一年的講道系列禱告；讓各牧者有智慧地用神的話語牧

 養會眾。 

27/01  為新的學年感恩及禱告，讓學生們盡快適應新的學年及願意

 好好的學習，在學業上見證神。 

28/01  為新一年各堂主日學的課程禱告，求神興起更多教師加入，

 又感動更多弟兄姊妹參與研讀神的話語，在靈命上得著造

 就。 

29/01  為教會各團契和小組新一年的活動禱告；讓它們在質和量都

 能有增長。 
30/01  為教會各社區服務（包括金齡之家、兒童遊戲組、樂齡中心

 及手工藝班等）新一年的節目安排禱告，讓這些服事能將福

 音帶給未信的參加者。 
                 

 
 

 
1.  本會鼓勵已受浸及經常參與聚會的弟兄姊妹加入本會成為會友本會鼓勵已受浸及經常參與聚會的弟兄姊妹加入本會成為會友本會鼓勵已受浸及經常參與聚會的弟兄姊妹加入本會成為會友本會鼓勵已受浸及經常參與聚會的弟兄姊妹加入本會成為會友，，，，以以以以

此為屬靈的家此為屬靈的家此為屬靈的家此為屬靈的家。。。。會友申請表可向牧者或幹事索取會友申請表可向牧者或幹事索取會友申請表可向牧者或幹事索取會友申請表可向牧者或幹事索取，，，，請於請於請於請於最後今天最後今天最後今天最後今天交交交交

給牧者給牧者給牧者給牧者，，，，以便在以便在以便在以便在 28/2會友大會中通過會友大會中通過會友大會中通過會友大會中通過。。。。 
 
2.  金齡團契將開辦「一步一步學箴言」第二冊課程，參加的弟兄姊妹

必須預先訂購第二冊課本，請向 Simon Tam／Robert Au訂購，每冊

$15.00。 
 

3.  金齡之家下次聚會金齡之家下次聚會金齡之家下次聚會金齡之家下次聚會於於於於 25/1（（（（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00至至至至 12:30在展愛樓舉在展愛樓舉在展愛樓舉在展愛樓舉

行行行行，，，，主題是主題是主題是主題是““““心情在我手心情在我手心情在我手心情在我手””””，，，，講員為資深輔導員講員為資深輔導員講員為資深輔導員講員為資深輔導員 Anselm Chow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歡迎弟兄姊妹及邀請朋友參加歡迎弟兄姊妹及邀請朋友參加歡迎弟兄姊妹及邀請朋友參加歡迎弟兄姊妹及邀請朋友參加。。。。 
 

4.  兒童遊戲組於 3/2/16 開始逢星期三上午十時在展愛堂有新年度活

動，歡迎 5 歲以下的小朋友參加，報名及詳情請聯絡 Aster Cheung
姊妹。 

 
5.  新一期的手工藝課程將於 12/2/16 - 1/4/16逢星期五上午十時至中午

十二時在展愛堂舉行（共八堂），內容為 Folk Art 及編鈎。參加者請

向 Bonnie姊妹 0416 265 313報名。 
 

6.  樂齡中心活動將於 28/1/16（星期四）早上 10時於展愛樓開始，當日

主題：大事回顧。 
 

7.  展愛樓廚房雪櫃經常存放弟兄姊妹遺下的食物而沒有標籤註明，而

冰格塞滿食物以致冰格的風扇運行不暢順，導致冰格內積滿霜雪，

容易損壞。請弟兄姊妹留意，食物必須貼上標籤註明屬於那事工部

及儘量不要存放私人食物於冰格。 
 

8.  方兆雄牧師於 18/1/16至 29/1/16前往柬埔寨短宣；31/1/16-9/2/16放
假，11/2/16（星期四）返回辦公室。 

 
9.  今天午膳：燒臘飯 
 
 

 
 
  
•  Eastwood Primary School需要一位 Scripture老師，任教班級為 Yr.5及 Yr.6，時

間是每學期週三早上 10:35-11:10，有關詳情請與柳牧師聯絡。 

 
 

家事報告家事報告家事報告家事報告    

 

每每每每週週週週金句金句金句金句 

同心禱告同心禱告同心禱告同心禱告 

外界消息外界消息外界消息外界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