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July 2017 SUNDAY WORSHIP @ 11.30 am  
Silent Meditation   Musicians: Katie, Melanie & 

Corey 
Prayer  Vernon & Jessica 
Call to Worship Psalm 98:1-2 Vernon & Jessica 
Praise and Worship 
Pray for Junior Camp 
Psalm3 

I’m in the Lord’s Army 
 
 
10,000 Reasons 
Send Me Out 
Scandal of Grace 

Vernon & Jessica  
Rev Alan Best 
Vernon & Jessica  

 

Small Group Prayer  Titus 

Scripture Reading 1Kings 11:9-13 Metilda 
Message The Torn Kingdom Student Pastor Anton Zhang 
Response Hymn How Deep the Father’s 

Love for Me 
Vernon & Jessica  
 

The Lord’s Supper  Assisted by John & Tin 
Golden Verse Amos 8:11 Titus 
Offertory Prayer   Titus 
Announcement     Titus 
Closing Prayer     Rev Alan Best 
Usher, Venue & Cleaning Up: Joy                                         Projector: Jonathan 

Sing to the Lord a new song, for he has done marvellous things; his right hand and  

his holy arm have worked salvation for him. 2 The Lord has made his salvation  

known and revealed his righteousness to the nations. 

Next Week, English and Mandarin Combine Service  

9 July 2017 @ 11:00 am  
Pulpit Ministry Speaker: Dr. Chloe Sun, Ph.D. 

 

Song Leaders/Prayer Leaders:  

Jordan & Joanne 

Music: Katie, Jack & Corey Worship Team Scripture Reader: Titus & Daniel 

Golden Verse 
The days are coming,” declares the Sovereign Lord, “when I will send a famine through the 
land—not a famine of food or a thirst for water, but a famine of hearing the words of the 
Lord. 

        
����   ANNOUNCEMENTS & PRAYER REQUESTS   

• Next week is a combine service please arrive prior 11 am. 

• Please pray for Junior Camp it will be held from the 3rd-7th of July. Please pray for the 
safety, good weather and the teachings will be delivered clearly and campers will accept  
Christ.  

• Pray for Joanne, Linda, Jefferson, Corey, Daniel, Jason, Steven, Wilson and other  
year 12 students who are preparing for HSC this year. May God grant them clear mind and 
good organisation skills during this year. May they continue to find strength from our Lord 
Jesus. 

• Pray for a revival in Australia, may the nation repent and come back to Christ.  

 
 

 
 
 

                                                                                                                          2017 年 7 月 2 日                                                                                     

粵語崇拜 上午 09:00  國語崇拜  上午  11:00 

生命聖詩 522, 主在聖殿中 序樂默禱   生命聖詩 522, 主在聖殿中 

詩篇 98:1-2 宣召經文 詩篇 98:1-2 

耶和華你是我的神 

讚美詩 205 有福的確據   

哦,主耶穌你深長的愛 

敬拜組曲 
�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 

新 611 握手 

新 605 永不回頭 

敬拜小組 祈求禱告 王梅珍姊妹 

約翰福音 17：6-19 恭讀經文 約翰福音 18：1-11 

為講員及會眾禱告 講臺禱告  為講員及會眾禱告 

大祭司禱告（二）--得勝之路） 宣講主道 收刀入鞘 

讚 337 進深,進深  回應詩歌 哦,主耶穌你深長的愛 

讚美詩 100 在各各他山上 主餐詩歌         讚美詩 100 在各各他山上 

為奉獻感恩禱告 奉獻祈禱 為奉獻感恩禱告 

姚正魁牧師 歡迎報告 姚正魁牧師 

阿摩司書 8:11 每週金句 阿摩司書 8:11 

三一頌 會畢詩歌    三一頌 

姚正魁牧師 會畢禱告 姚正魁牧師 

崇拜後請留步茶聚 殿樂散會 崇拜後請留步午膳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98989898:1:1:1:1----2222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因為他行過奇妙的事。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因為他行過奇妙的事。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因為他行過奇妙的事。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因為他行過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聖臂施行救恩。他的右手和聖臂施行救恩。他的右手和聖臂施行救恩。他的右手和聖臂施行救恩。        

耶和華發明了他的救恩，在耶和華發明了他的救恩，在耶和華發明了他的救恩，在耶和華發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列邦列邦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人眼前顯出公義。人眼前顯出公義。人眼前顯出公義。    
本週 粵語崇拜 國語崇拜 

講員 姚正魁牧師 姚正魁牧師 
關懷小組: 張振華弟兄 

          邱麗莉姊妹 

招待: 王宗濤弟兄 

安全檢查: 何輝弟兄 

          張文建弟兄 
交通：林濤弟兄 

(0414 868 972) 

領會 敬拜小組 王梅珍姊妹 

司琴 梁卓堅弟兄 姚雁嵐姊妹   

堂務 

招待 

施恩平弟兄(安全檢查) 

張永泰伉儷  

音響: 吳卓熙弟兄/謝德榮弟兄 

音響: 吳卓熙弟兄 

堂務: 劉颹弟兄 

投影：林錦弟兄 

 茶敘 孔繁英姊妹   翻譯:  高雅婷姊妹 

交通 張永泰弟兄(0416 163 823) 

襄禮 
何振良弟兄/周曉霞姊妹       預備聖餐: 徐陳若琰姊妹(粵/國語堂)   

王志強弟兄（組長）林晨姊妹/陳春龍弟兄/高秀雲姊妹/林娟玫姊妹/林宗珍姊妹 

午餐 

團隊 

 

組長：陳秉鋒夫婦                

廚房清潔(姊妹):王華玲/楊秀禎/何劍婷/施晶/宮麗亞/高春玲/顧兵/王東俠/王環      

女廁清潔(姊妹)：戴志英姊妹     男廁清潔：耿元慶弟兄 

吸塵及拖地清潔：粵吸塵及拖地清潔：粵吸塵及拖地清潔：粵吸塵及拖地清潔：粵////國語早堂國語早堂國語早堂國語早堂 
                                                                                                                                                                                                                                                                                                                                                                                        
 



 
 

����  上週主日崇拜出席人數、奉獻報告上週主日崇拜出席人數、奉獻報告上週主日崇拜出席人數、奉獻報告上週主日崇拜出席人數、奉獻報告 For Your  Record                                                                                                                                          

 

    

下週：大家一起來做工下週：大家一起來做工下週：大家一起來做工下週：大家一起來做工    

7777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    粵粵粵粵////國語崇拜國語崇拜國語崇拜國語崇拜    國國國國////英英英英語語語語聯合聯合聯合聯合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講員 謝挺博士 謝挺博士 

講題 改變邊緣的生命 愛如死之堅强 

經文 馬太福音 28:1-10 雅歌 8:6-7 

回應詩歌 待定 待定 

詩歌 
 主餐詩歌： 

讚美詩 380 妙愛找我 

領會 敬拜小組 英文堂敬拜隊   翻譯: 劉讚典弟兄 

司琴 蘇陳綺平姊妹 英文堂敬拜隊 音響:  

余乃瑞弟兄 

安全檢查:  

林濤弟兄 

劉光忠弟兄 

茶敘 何振良弟兄 關懷小組:   

顧兵弟兄/王環姊妹 

招待: 余鳳雲姊妹 

投影：陳鑫鑫弟兄 

招待 

翻譯 

音響 

徐陳若琰姊妹 

曾立展弟兄 

吳卓熙弟兄/甄大猷弟兄 

交通 張永泰弟兄(0416 163 823) 交通: 施文弟兄(0450 922 977)               

堂務 麥靜嫻姊妹(安全檢查) 堂務：王志強弟兄  

襄禮 劉颹弟兄（組長）/王明芳姊妹/王玉珍姊妹/郭偉弟兄/高春玲姊妹/施品玲姊妹 

午餐團隊 

組長：孔繁英姊妹/高雅婷姊妹      吸塵及拖地清潔：吸塵及拖地清潔：吸塵及拖地清潔：吸塵及拖地清潔：教會禱告小組教會禱告小組教會禱告小組教會禱告小組 

廚房清潔(姊妹/弟兄): 高玉琛/余風雲/龔海芳/翁璞如/黃惠光/王朱玉 

女廁清潔：劉燕玲姊妹/楊玉蘭姊妹   男廁清潔：郭亮弟兄  
                            

本週教會背誦經文本週教會背誦經文本週教會背誦經文本週教會背誦經文        阿摩司書阿摩司書阿摩司書阿摩司書 8:118:118:118:11    

主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主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主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主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    

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    
    

    

基督教百思道華人公理會牧者、同工基督教百思道華人公理會牧者、同工基督教百思道華人公理會牧者、同工基督教百思道華人公理會牧者、同工 
 

    

    

    

    

    

    

    

    

    

    

    

    

    

    

    

堂主任 Pastor in Charge 

姚正魁牧師 Rev. John Yao 

zhengkui.yao@gmail.com          

手機 Mobile: 0438 382 008 

英語堂牧者 English Pastor 

Rev. Alan Best 

alanbest150@hotmail.com  

手機 Mobile: 0414 887 198    

中文堂牧者 Chinese  Pastor 

薛從愛牧師 Rev.  Frank Xue 

ezyliving@hotmail.com 

手機 Mobile: 0402 481 915 

行政助理 Admin assistant 

麥靜嫻姊妹 Mrs Connie Tse     

chinghanmak@hotmail.com       

手機 Mobile: 0433 025 973 

2017 年 6 月 25 日 
粵/國語堂 

Cantonese 

English 國語堂 

Mandarin 

崇拜人數 Worship Attendance 64  52 230 

兒童主日學奉獻 SS Offering  $100.00  

奉獻 Offering：經常 General Fund $795.00 $195.00           $4615.70 

奉獻 Offering ：感恩 Thanksgiving $20.00 - $100.00 

奉獻 Offering：十一 Tithes $80.00 - $200.00 

合共 Total $895.00 $295.00           $4915.70 

指定奉獻 Other Offering   :   

主日建堂基金 Building Fund Sunday Offering: $1335.00   
自動轉帳建堂基金 Direct Deposit into Building Fund  $150.00    

樂齡午餐 Senior fellowship lunch $20.00      PEACE 晚餐 PEACE dinner $300.00     聖經 Bible $20.00 

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家事分享    
歡迎第一次來本堂崇拜的新朋友及弟兄姊妹，請留下你的聯絡資料以保持聯系。  
教會為 Auburn 地區的肢體安排交通接送，福音車將會準時在 10:30am 從 Auburn 開
出。早堂（粵、國語）崇拜前後小巴接送事工已經開始，每週日 8:20am 從教會開
出，途經 Riverwood 圖書館、Revesby、Padstow 圖書館，再到教會；午堂增加南區
巴士接送事工，福音車將會準時在 10:10am 從教會開出途經 Riverwood 圖 書館、

Revesby、Padstow  圖書館，再到教會。請弟兄姐妹邀請朋友搭乘教會巴士前來崇拜。有需要者請與     
林濤弟兄 (0414868972)或鄭福弟弟兄(0415900314)洽詢。 
恩福恩福恩福恩福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日期：7月 7 日(周五)   時間：早上 10.00   地點：教會     查詢詳情，孔繁英姊妹。 

讀經日營讀經日營讀經日營讀經日營        

澳洲環球聖經公會主辦，雪梨華人基督教聯會協辦澳洲環球聖經公會主辦，雪梨華人基督教聯會協辦澳洲環球聖經公會主辦，雪梨華人基督教聯會協辦澳洲環球聖經公會主辦，雪梨華人基督教聯會協辦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7777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周六周六周六周六)  )  )  )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謝挺博士謝挺博士謝挺博士謝挺博士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9:309:309:309:30amamamam----4:30pm4:30pm4:30pm4:30pm        地點：教會地點：教會地點：教會地點：教會    主題：活出智慧主題：活出智慧主題：活出智慧主題：活出智慧::::    如何從箴言、約伯記、傳道書看人生如何從箴言、約伯記、傳道書看人生如何從箴言、約伯記、傳道書看人生如何從箴言、約伯記、傳道書看人生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自由奉獻，午餐費自由奉獻，午餐費自由奉獻，午餐費自由奉獻，午餐費::::    每位每位每位每位$10$10$10$10))))    請到櫃台報名請到櫃台報名請到櫃台報名請到櫃台報名或在各小組微信群報名或在各小組微信群報名或在各小組微信群報名或在各小組微信群報名。。。。    

《百思道五年讀經運動》《百思道五年讀經運動》《百思道五年讀經運動》《百思道五年讀經運動》    

凡跟隨百思道讀經進度（麥琴讀經進度）的弟兄姐妹，今天將第二季度今天將第二季度今天將第二季度今天將第二季度讀經表讀經表讀經表讀經表帶回帶回帶回帶回教會教會教會教會並並並並交予交予交予交予前台前台前台前台，

全部完成讀經內容的弟兄姐妹，教會將於 7 月 9 日頒發證書及小獎品予以鼓勵。七月至九月份（麥琴

讀經進度表）現可在招待前台取。 

樂齡樂齡樂齡樂齡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日期：7月 14 日(周五) 時間：早上 10.00 地點：教會 主題:開心做蛋糕  查詢詳情，孔繁英姊妹。 

浸禮崇拜浸禮崇拜浸禮崇拜浸禮崇拜    

日期：9 月 17 日  參加受浸歸入主名下的肢體，請於 9 月 3 日前交回會友申請表給劉颹弟兄或教會文

員謝麥靜嫻姊妹。 

2012012012017777 年度基督教百思道華人公理會生活營年度基督教百思道華人公理會生活營年度基督教百思道華人公理會生活營年度基督教百思道華人公理會生活營    

       2017 年度生活營將於 9 月 29 日晚至 10 月 2 日長週末在 Port Hacking Conference Centres 

   舉行。請肢體預留時間參加。若你願意委身參與服事，請與麥靜嫻(粵)、李偉雄弟兄(國)、 

   饒婷錠姊妹(英)聯繫。 
藍球場使用時間原則藍球場使用時間原則藍球場使用時間原則藍球場使用時間原則    

   感謝主賜予我們室內籃球場。為了讓崇拜期間有安靜的環境，我們也能更好地預備心來敬拜  

   主，週日早晨 9:00am-1:00pm 籃球場暫停使用。請主內弟兄姐妹及諸位家長們一同配合為盼。 

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奉献奉献奉献奉献 Offerings 

$2,083,446.64 

舊堂出售舊堂出售舊堂出售舊堂出售 Sale of Old Premises 

$1,450,000 

欠款欠款欠款欠款 Debt  

$1,086,274.96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Expenses $4,619,711.60  *除去政府補助 1 萬元  After $10,000 Government grant 

購堂專用銀行賬戶  Building Fund Bank Account 
Account Title:  PADSTOW CHINESE CONGREGATIONAL CHURCH 

Bank: Commonwealth Bank  BSB: 062-221 A/C No. 1029 1586 
         

       本週兒童主日學服事同工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Roster 2 July 2017 

 Kindy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Worship Leader Messenger Pianist Refresh Prep 

早堂 
 

Winnie Connie Winnie - -  

午堂 School holiday Movie 陳航 
午堂 Toddlers Teacher: 周雲娟/林佳敏 

下週兒童主日學服事同工 Next week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Roster  9 July 2017 
 Kindy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Worship Leader Messenger Pianist Refresh Prep 

早堂 
 

 School Holiday--Winnie & Dorothy - - - 

午堂 School holiday craft 魏依英 
午堂 Toddlers Teacher: 周雲娟/QiQi 

 



本週代禱事項本週代禱事項本週代禱事項本週代禱事項                                                                                                                                                        2222////7777/201/201/201/2017777 

為下週講員謝挺博士禱告，求主澆灌真理的聖靈，賜下天糧，復興教會，    
見證主名。 

讓我們在聖靈中用神的話學習禱告，在禱告中遇見說話的神。讓我們在聖靈中用神的話學習禱告，在禱告中遇見說話的神。讓我們在聖靈中用神的話學習禱告，在禱告中遇見說話的神。讓我們在聖靈中用神的話學習禱告，在禱告中遇見說話的神。歡迎有心歡迎有心歡迎有心歡迎有心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或或或或用禱告服侍的弟兄姐妹來用禱告服侍的弟兄姐妹來用禱告服侍的弟兄姐妹來用禱告服侍的弟兄姐妹來教會教會教會教會參加周三上午參加周三上午參加周三上午參加周三上午十十十十點點點點開開開開始的始的始的始的守望禱告會。守望禱告會。守望禱告會。守望禱告會。    

• 請為正在懷孕的姐妹感恩守望禱告請為正在懷孕的姐妹感恩守望禱告請為正在懷孕的姐妹感恩守望禱告請為正在懷孕的姐妹感恩守望禱告: 楊春嗚姊妹、張健英姊妹、孫寧姊
妹、施娟姊妹、林艷姊妹、趙路加姊妹。求主賜福母親以喜樂的心孕育生命，並在各方
面預備好迎接新生命的到來，保守她們靈魂興盛、身體強健。李真姊妹已經平安分娩，
母女平安，哈利路亞讚美主！ 

•請為請為請為請為公理會公理會公理會公理會活水堂活水堂活水堂活水堂及其牧者及其牧者及其牧者及其牧者禱禱禱禱告告告告    他們的聚會由於隔壁清真寺的興建受到嚴重影響，求主
興起發出光來，敗壞黑暗權勢；興起活水堂成為禱告的教會，主讓仇敵四散﹔賜下合一的
靈，堅固牧師、傳道和會友們的信心。 

• 我們禱告記念所有參加《每日活水》裡的讀經計劃和靈修操練的肢體我們禱告記念所有參加《每日活水》裡的讀經計劃和靈修操練的肢體我們禱告記念所有參加《每日活水》裡的讀經計劃和靈修操練的肢體我們禱告記念所有參加《每日活水》裡的讀經計劃和靈修操練的肢體。求真理的聖靈
引導我們明白真理，活出真理﹔持續地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仰望主耶穌基督的慈愛
和憐憫，保守我們能持之以恆，讓神的道更新建造我們。 

• 請請請請為自己和為自己和為自己和為自己和身边身边身边身边弟兄姐妹的婚姻禱告弟兄姐妹的婚姻禱告弟兄姐妹的婚姻禱告弟兄姐妹的婚姻禱告 婚姻是神所設立的，人不可分開。神藉著婚姻賜
福人類，撒旦藉著破壞婚姻來毀壞人類，我們要藉著禱告，用神的法則來經營建造合神
心意的婚姻，成為神榮耀的見証。願丈夫無忿怒、無爭論，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
願妻子們興起為禱告的妻子，成為丈夫一生有益無損的幫助者。 

•  請為牧者、堂委同工們禱告請為牧者、堂委同工們禱告請為牧者、堂委同工們禱告請為牧者、堂委同工們禱告 禱告牧師、堂委們能夠有足夠時間、精力敬拜、親近主，
以最好、最有效率和最大的能力為會眾站立在神面前﹔賜福牧者能專注研讀並準備神的
話語，好讓神的百姓可以被裝備並進入事奉﹔賜福堂委們聖靈充滿，信心充足，大有智
慧、能力和膽量。 

•  請為教會請為教會請為教會請為教會今年今年今年今年参加高考参加高考参加高考参加高考的年輕的年輕的年輕的年輕人人人人 Corey, Daniel, Jason, Jefferson, Joanne, Linda, 
Steven, Wilson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求主保守他們有敬畏、依靠主耶穌的心，賜健康的身體，清晰敏
捷的頭腦，好的自我管理能力，除去他們心中的焦慮與緊張，加添足夠的聰明、智慧、
記憶、悟性。 

• 請為英文堂需要的牧者禱告請為英文堂需要的牧者禱告請為英文堂需要的牧者禱告請為英文堂需要的牧者禱告 求神預備以推動教會的青年事工，牧養、栽培年輕一代。 

• 禱告記念兒童主日學的老師禱告記念兒童主日學的老師禱告記念兒童主日學的老師禱告記念兒童主日學的老師    感謝主使用主日學老師祝福我們的下一代成為敬虔的一
代，禱告老師們有機會接受訓練和自我栽培，建立與基督親密的關係， 有從神而來的愛、
智慧和生命來教導孩子們。 

• 為我們教會的詩班守望禱告為我們教會的詩班守望禱告為我們教會的詩班守望禱告為我們教會的詩班守望禱告  神藉着詩班帶領我們在靈裏向祂讚美、敬拜，求主記念他
們盡心的擺上，並賜格外的恩典使他們在詩歌崇拜上有合一的看見與委身，有力地帶領會
眾齊心以讚美進到神面前。 

• 為航宇夫婦和小哈拿禱告為航宇夫婦和小哈拿禱告為航宇夫婦和小哈拿禱告為航宇夫婦和小哈拿禱告  願主常施慈愛給他們、扶持他們，使他們有神的眼光與力量，
在磨難中堅定前行。 

•    禱告記念正在接受神學裝備的禱告記念正在接受神學裝備的禱告記念正在接受神學裝備的禱告記念正在接受神學裝備的肢肢肢肢體體體體：：：：林守旺弟兄、何劍婷姐妹、李偉雄弟兄、林志輝
弟兄、饒婷錠姐妹、John Won、Anton。 

• 記念記念記念記念 Wagga WaggaWagga WaggaWagga WaggaWagga Wagga 福音工場福音工場福音工場福音工場 求主為他們預備一位全職牧者，牧養那裡的群羊。 

•  我們禱告記念身體軟弱的肢體我們禱告記念身體軟弱的肢體我們禱告記念身體軟弱的肢體我們禱告記念身體軟弱的肢體  潘弟兄的女兒潘明敏蒙主帶領，平安回家休養，求主
在她康復過程中讓她經歷主的看顧、醫治與同在，讓基督的平安充滿她和家人。 

聽道筆記聽道筆記聽道筆記聽道筆記                                                                                                        2222////7777/201/201/201/201777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的回應我的回應我的回應我的回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