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輪值輪值輪值輪值 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本主日（（（（31/1/16）））） 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下主日（（（（7/2/16）））） 
講員 梁文康牧師 柳筱祺牧師 

主席 黃俊傑 何柏年 
聖餐 （7/2）何柏年 鍾振威 林銘基 紀榮本 譚鎮洋 陳錫樑 
司琴 梁孫佩欣 鍾吳宛君 
讀經 黃俊傑 何柏年 

司事 潘世光 陳偉豐 

周林幼敏 林金全 
高志輝 曾環雄 

林馬翠艷 曾邢薇 
迎新 胡趙如冰 陳偉立 

梁周詠琴 
潘蔡蓉蓉 譚啟平 

周志華 
嬰兒 陳黃麗珍 林王淑媛 溫尹美寶 曾彥歡 

禮堂收拾及主日學樓關門：2月份-家庭小組 投影機：胡黃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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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00 1,502.55 
經常費  6,554.75 16,886.60     柬埔寨短宣  500.00 500.00 
慈惠基金        － －     總奉獻金額  18,88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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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粵語午堂崇拜 183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56 
粵語早堂崇拜  75   成人主日學   
國語堂崇拜  90   成人主日學   12 兒童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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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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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十六篇 

讚美 如鹿渴慕 

#284 罪債全還清 

#296 當轉眼仰望耶穌 

認罪安慰 加拉太書二：20 

奉獻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讀經 約翰一書三：11-18 

證道 「相親相愛的會眾關係」 

回應 教會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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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約翰一書 3:16 

                                        

          
                     －在恩典下活出真理 
                                                        
                         
                                                      
                
    

31/01  與神關係：每日能與主同行。 

01/02 與自己關係：有健康身心靈，適當的休息和運動。 

02/02 與家人關係：和諧相處，互勉成長。 
03/02 與教會弟兄姊妹關係：彼此相愛與饒恕。 

04/02 與鄰舍關係：有美好見証，樂於助人。 

05/02 與同事或同學關係：彼此分享與分擔。 
06/02 與大自然關係：愛護大自然，欣賞大自然。 

                
 
 
1.   2016年第一季成人主日學於年第一季成人主日學於年第一季成人主日學於年第一季成人主日學於 7/2（（（（主日主日主日主日））））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30在主日學樓在主日學樓在主日學樓在主日學樓 DF3
及及及及 DF4開課開課開課開課，，，，共有兩班可供弟兄姊妹選擇共有兩班可供弟兄姊妹選擇共有兩班可供弟兄姊妹選擇共有兩班可供弟兄姊妹選擇：：：：1) 爾道自建爾道自建爾道自建爾道自建 2) 曠野曠野曠野曠野（（（（利利利利
未記未記未記未記；；；；民數記民數記民數記民數記；；；；申命記申命記申命記申命記））））。。。。詳情請聯絡詳情請聯絡詳情請聯絡詳情請聯絡 Leo Wong弟兄或弟兄或弟兄或弟兄或 Joshua Mok 
傳道傳道傳道傳道。。。。 
 

2.  中國都安縣英語營中國都安縣英語營中國都安縣英語營中國都安縣英語營，，，，教會將參加教會將參加教會將參加教會將參加WorldShare宣教機構的短宣隊前往宣教機構的短宣隊前往宣教機構的短宣隊前往宣教機構的短宣隊前往
中國廣西省一中學輔助學生的英語會話教學中國廣西省一中學輔助學生的英語會話教學中國廣西省一中學輔助學生的英語會話教學中國廣西省一中學輔助學生的英語會話教學。。。。竭誠邀請弟兄姊妹參竭誠邀請弟兄姊妹參竭誠邀請弟兄姊妹參竭誠邀請弟兄姊妹參
加加加加，，，，詳情如下詳情如下詳情如下詳情如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6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8-22日日日日（（（（15日日日日）；）；）；）；工場工場工場工場：：：：廣西省都安縣廣西省都安縣廣西省都安縣廣西省都安縣；；；；事工事工事工事工：：：：
教導中学生英文教導中学生英文教導中学生英文教導中学生英文；；；；參加弟兄姊妹須願意在跨文化環境裏服事參加弟兄姊妹須願意在跨文化環境裏服事參加弟兄姊妹須願意在跨文化環境裏服事參加弟兄姊妹須願意在跨文化環境裏服事，，，，並並並並必必必必
須參加差會於須參加差會於須參加差會於須參加差會於 2016年年年年 4月開始的培訓月開始的培訓月開始的培訓月開始的培訓（（（（8 x 2小時的課程小時的課程小時的課程小時的課程））））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約澳幣約澳幣約澳幣約澳幣 1,980元元元元（（（（包括膳食包括膳食包括膳食包括膳食，，，，住宿住宿住宿住宿，，，，培訓培訓培訓培訓，，，，管理成本和當地交管理成本和當地交管理成本和當地交管理成本和當地交
通費通費通費通費；；；；也包括當地學生和教師的膳食也包括當地學生和教師的膳食也包括當地學生和教師的膳食也包括當地學生和教師的膳食，，，，並為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並為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並為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並為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 + 
額外費用額外費用額外費用額外費用（（（（機票機票機票機票，，，，簽證簽證簽證簽證，，，，疫苗注射和旅行保險疫苗注射和旅行保險疫苗注射和旅行保險疫苗注射和旅行保險）））） 
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截止報名：：：：2016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13日日日日；；；；查詢查詢查詢查詢：：：：Eliza Lee 

 
3.  金齡金齡金齡金齡團契團契團契團契下次聚會下次聚會下次聚會下次聚會將將將將於於於於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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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在展愛樓在展愛樓在展愛樓在展愛樓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節目內容有唱詩及節目內容有唱詩及節目內容有唱詩及節目內容有唱詩及「「「「一步一步學箴言一步一步學箴言一步一步學箴言一步一步學箴言」」」」第第第第五步五步五步五步，，，，由區振威傳由區振威傳由區振威傳由區振威傳
道主講道主講道主講道主講、、、、分享及祈禱分享及祈禱分享及祈禱分享及祈禱。。。。歡迎弟兄姊妹參加歡迎弟兄姊妹參加歡迎弟兄姊妹參加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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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將將將於於於於 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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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愛樓在展愛樓在展愛樓在展愛樓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主題是主題是主題是主題是““““不是罪犯卻是罪人不是罪犯卻是罪人不是罪犯卻是罪人不是罪犯卻是罪人””””，，，，講員為周傑輝律師講員為周傑輝律師講員為周傑輝律師講員為周傑輝律師。。。。歡迎弟歡迎弟歡迎弟歡迎弟
兄姊妹及邀請朋友參加兄姊妹及邀請朋友參加兄姊妹及邀請朋友參加兄姊妹及邀請朋友參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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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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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約書亞團契二月主題約書亞團契二月主題約書亞團契二月主題約書亞團契二月主題：「：「：「：「猴年賀歲猴年賀歲猴年賀歲猴年賀歲，，，，團契團拜聚餐賀新春團契團拜聚餐賀新春團契團拜聚餐賀新春團契團拜聚餐賀新春」。」。」。」。團契時團契時團契時團契時
間間間間：：：：13/2（（（（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30。。。。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展愛樓展愛樓展愛樓展愛樓 1 Reserve Street, West 
Ryde。。。。晚會有遊戲分享晚會有遊戲分享晚會有遊戲分享晚會有遊戲分享，，，，以愛結連以愛結連以愛結連以愛結連，，，，同心事奉活出愛同心事奉活出愛同心事奉活出愛同心事奉活出愛。。。。歡迎各位弟歡迎各位弟歡迎各位弟歡迎各位弟
兄姊妹及朋友一同參加兄姊妹及朋友一同參加兄姊妹及朋友一同參加兄姊妹及朋友一同參加。。。。每家庭請攜帶小菜一款每家庭請攜帶小菜一款每家庭請攜帶小菜一款每家庭請攜帶小菜一款，，，，一起在主一起在主一起在主一起在主內內內內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8.  本會於本會於本會於本會於 19/3（（（（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在展愛樓舉辦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在展愛樓舉辦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在展愛樓舉辦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在展愛樓舉辦『『『『打開心打開心打開心打開心
窗窗窗窗．〔．〔．〔．〔您心您心您心您心鎖想鎖想鎖想鎖想〕〕〕〕．．．．實實實實用訓用訓用訓用訓練練練練講講講講座座座座』』』』；；；；第一講第一講第一講第一講：：：：佈佈佈佈道的道的道的道的基基基基本本本本概念概念概念概念；；；；佈佈佈佈道道道道 
dos & don'ts；；；；如如如如何與何與何與何與人打開人打開人打開人打開佈佈佈佈道話題道話題道話題道話題。。。。第二講第二講第二講第二講：：：：講講講講解解解解及及及及示範使示範使示範使示範使用工用工用工用工
具作佈具作佈具作佈具作佈道道道道；；；；如如如如何使何使何使何使用用用用「「「「夢想夢想夢想夢想」」」」主題講主題講主題講主題講述得救見述得救見述得救見述得救見證證證證。。。。工工工工具具具具費用費用費用費用：：：：每位每位每位每位
十元十元十元十元（（（（21/2前報名前報名前報名前報名））））21/2之之之之後後後後每位二十元每位二十元每位二十元每位二十元，，，，名額五十人名額五十人名額五十人名額五十人（（（（額額額額滿即滿即滿即滿即止止止止））））。。。。
報名請聯絡報名請聯絡報名請聯絡報名請聯絡幹幹幹幹事事事事 Florence。。。。 

 
9.  方兆雄牧師於 31/1/16-9/2/16放假，11/2/16（星期四）返回辦公室。 

 
10.  樂齡中心節目： 4/2生活小秘方／生日會；11/2猴兒賀歲 
 
11.  今天午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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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