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Nov 2017 SUNDAY WORSHIP @ 11.30 am  
Silent Meditation   Musicians:  Katie & 

Jordan 
Prayer  Corey & Ashley 
Call to Worship Psalm 148:1-2 

Praise and Worship 
 

Blessed be Your Name 
Christ is Enough 

Psalm 19  Corey & Ashley 

Praise and Worship 
 

In Control 
Living Waters 

Corey & Ashley 

Small Group Prayer  Aaron 

Scripture Reading Joshua 10:1-15 Steven 

Message God is Faithful  Mr. John Won 

Response Hymn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Corey & Ashley 
Golden Verse Romans 12: 1-2 Aaron 
Offertory Prayer   Aaron 
Announcement     Aaron 
Closing Prayer   Mr John Won 
Usher, Venue & Cleaning Up: Andy                                   Projector: James 

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 from the heavens; praise him in the  

heights above. Praise him, all his angels; praise him, all his heavenly hosts. 

Next Week, 26 Nov 2017 @ 11:30 am    
Pulpit 
Ministry 

Speaker: Rev Alan Best 
 

Song Leaders:  
Jack & Vanessa Gao 
Music: Anton & Corey 

Projector: Aaron 
Ushers & Cleaning Up: Aining 

Worship 
Team 

Prayer leader: Daniel 
Scripture Reader: Jonathan 
Children’s Talk: Joanne 

����  Golden Verse 
 Therefore, I urge you,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view of God’s mercy, to offer your bodies as 
a living sacrifice, holy and pleasing to God—this is your true and proper worship. Do not 
conform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test and approve what God’s will is—his good, pleasing and 
perfect will. 

  ANNOUNCEMENTS & PRAYER REQUESTS   
� Please let Jordan know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to go to Nextgen at the earliest time. 
� Pray for the preparation of KYCK and inform Katie if you would like to go.   
� Church anniversary combined service will be held on the 3rd of Dec.  @10:00. Please bring  

a dish to share for lunch. 
� Baptism service will be held on 31st Dec 2017, if you are considering of being baptized 

 please talk to Alan. 
� Praise the Lord that the year 12 students have finished their HSC. May they continue to stay  

close to our God in the holiday and continue to give thanks to our Lord.  
� Please pray for PEACE, Xchange, MTB, Sunday School, Timothy and other church ministries. 
� Please pray for those we have not seen for a while.  
� Pray for all the missionaries in various countries 

 

 

 

                                                                                                         2017 年 11 月 19 日                                                                                                                             

粵/國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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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2     宣召經文 詩篇 148:1-2    

奇妙創造 

無盡感恩 

我們呼求 

敬拜組曲 
� 

榮耀歸於真神 

真理聖靈在我心中 

合神心意 

敬拜小組 祈求禱告 何劍婷姊妹 

提摩太前書 3：1-13 恭讀經文 提摩太前書 3：1-13 

為講員及會眾禱告 講臺禱告  為講員及會眾禱告 

羨慕善工 宣講主道 羨慕善工 

讚美詩 396 

將你最好的獻給主     

回應詩歌 讚美詩 396 將你最好的獻給主    

主餐詩歌 何等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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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12:1-2 每週金句 羅馬書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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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48148148:1:1:1:1----2222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從天上讚美耶和華，在高處讚美他！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從天上讚美耶和華，在高處讚美他！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從天上讚美耶和華，在高處讚美他！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從天上讚美耶和華，在高處讚美他！    

他的眾使者都要讚美他！他的諸軍都要讚美他！他的眾使者都要讚美他！他的諸軍都要讚美他！他的眾使者都要讚美他！他的諸軍都要讚美他！他的眾使者都要讚美他！他的諸軍都要讚美他！    
本週 粵/國語崇拜 國語崇拜 

講員 姚正魁牧師 姚正魁牧師 關懷小組: 王志強弟兄/薛玉英姊妹 

王小玲弟兄   招待:  林佳敏姊妹 

安全檢查:  

鄭兵弟兄/陳強忠弟兄 

交通：施波弟兄 Auburn 

(0430 418 989) 

翁小建弟兄 Riverwood 路線                            

(0430678818)  

領會 敬拜小組 何劍婷姊妹    

司琴 梁卓堅弟兄 竺久恩姊妹 

堂務 

招待 

麥靜嫻姊妹(安全檢查)   

余惠群姊妹 

音響: 何凱偉弟兄 

堂務: 王宗濤弟兄  

投影：林錦弟兄 茶敘 劉麗君姊妹 

翻譯 
曾揚弟兄  音響: 甄大猷弟兄 

交通: 施恩平弟兄(0426 277 127)   

襄禮 林濤弟兄(組長)/ 王東俠姊妹/何輝弟兄/林傳瑜姊妹/顧兵弟兄/施文弟兄 

午餐 

團隊 

 

組長：施家欽夫婦       

廚房清潔(姊妹)：林雲華/張玉琴/鄭欽玉/施小文/郭珠英/鄭泉英/王妹子 

方英/何霞    女廁清潔：王郭香英姊妹    男廁清潔：王主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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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ala Berala Berala Berala 禱告小組禱告小組禱告小組禱告小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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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月月月 26 日日日日 粵粵粵粵/國國國國語崇拜語崇拜語崇拜語崇拜 國語崇拜國語崇拜國語崇拜國語崇拜 

講員 易炳泉牧師 薛從愛牧師 

講題 唯獨信心 更新赞美的生命 

經文 
創世記 15：1-6 

羅馬書 3：19-30 

馬太福音 

11:25-27 

回應詩歌 我知所信是誰 何等恩典 

詩歌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因著信 

 主餐詩歌: 

加略山的愛 

領會 敬拜小組 提摩太小組 音響: 余乃瑞弟兄 

安全檢查: 

劉颹弟兄 

余捷弟兄 

堂務：張清弟兄 

投影：黃佳楠弟兄 

招待: 余鳳雲姊妹             

司琴 容傳智弟兄 提摩太小組 

茶敘 張永泰伉儷 
交通: 鄭福弟弟兄 Auburn

路線 (0415 900 314) 

翁小建弟兄 Riverwood 

路線  (0430 678 818) 

招待 

翻譯 

堂務 

音響 

劉彩玲姊妹 

周曉霞姊妹 

麥靜嫻姊妹(安全檢查) 

吳卓熙弟兄   

交通 林芳華弟兄(0433 250 470)  關懷小組: 顧兵弟兄/王環姊妹 

襄禮 李偉雄弟兄(組長)/ 劉芳芳姊妹/郭偉弟兄/王梅珍姊妹/宮麗亞姊妹/翁璞如姊妹 

午餐團隊 

組長：施品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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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小組提摩太小組提摩太小組提摩太小組 

廚房清潔(姊妹)：薛小琳/郭敏雲/薛琴/郭愛玲/何雲琴/鄭秋英/陳笑鴿/何雲娟     

女廁清潔：高秀雲姊妹    男廁清潔：薛從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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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 12:112:112:112:1----2222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心意更新而變化，心意更新而變化，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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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2 日 
粵/國語堂 

Cantonese 

English 國語堂 

Mandarin 

崇拜人數 Worship Attendance 55  47 274 

兒童主日學奉獻 SS Offering  $11.00  

奉獻 Offering：經常 General Fund $1015.00 $230.00           $4160.00 

奉獻 Offering ：感恩 Thanksgiving $40.00 - - 

奉獻 Offering：十一 Tithes $160.00 - - 

合共 Total $1215.00 $241.00 $4160.00 

指定奉獻 Other Offering   :    主日建堂基金 Building Fund Sunday Offering: $1135.00   

自動轉帳建堂基金 Direct Deposit into Building Fund  $100.00           

樂齡團契 Senior Fellowship : $20.00         Missionary 宣教$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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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來本堂崇拜的新第一次來本堂崇拜的新第一次來本堂崇拜的新第一次來本堂崇拜的新朋友及弟兄姊妹朋友及弟兄姊妹朋友及弟兄姊妹朋友及弟兄姊妹    
   誠意邀請你們留下來一起吃飯，崇拜後請負責接待新人弟兄姊妹把他們帶到新人桌，共進午膳。 

粵國語早堂粵國語早堂粵國語早堂粵國語早堂    
粵/國語早堂將會在 12 月 3 日堂慶獻詩，歡迎信而受洗的弟兄姊妹參加，一起用詩歌來榮耀神。 
25/11(25/11(25/11(25/11(周六晚周六晚周六晚周六晚)8)8)8)8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在教會練習在教會練習在教會練習在教會練習。詳情請與林鍚圍弟兄聯繫。 
恩福團契恩福團契恩福團契恩福團契        

日期 11 月 21 日(周二)時間早上 10.00 地點：教會 查詢詳情，孔繁英姊妹。 
基督教百思道華人公理會基督教百思道華人公理會基督教百思道華人公理會基督教百思道華人公理會 26262626 周年暨進堂周年暨進堂周年暨進堂周年暨進堂 2222 周年堂慶」周年堂慶」周年堂慶」周年堂慶」((((國、粵及英語聯合崇拜國、粵及英語聯合崇拜國、粵及英語聯合崇拜國、粵及英語聯合崇拜))))    
12121212 月月月月 3333 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日上午 10101010 點將舉行進堂點將舉行進堂點將舉行進堂點將舉行進堂 2222 周年三堂聯合聚會，之後將有愛宴，請每周年三堂聯合聚會，之後將有愛宴，請每周年三堂聯合聚會，之後將有愛宴，請每周年三堂聯合聚會，之後將有愛宴，請每個家庭個家庭個家庭個家庭
預備一道佳肴與弟兄姐妹共享。當天的全部奉獻將作爲建堂基金，請有感動的弟兄預備一道佳肴與弟兄姐妹共享。當天的全部奉獻將作爲建堂基金，請有感動的弟兄預備一道佳肴與弟兄姐妹共享。當天的全部奉獻將作爲建堂基金，請有感動的弟兄預備一道佳肴與弟兄姐妹共享。當天的全部奉獻將作爲建堂基金，請有感動的弟兄
姐妹提前預備爲盼。姐妹提前預備爲盼。姐妹提前預備爲盼。姐妹提前預備爲盼。    

浸禮浸禮浸禮浸禮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11112222 月月月月 33331111 日日日日        參加受浸歸入主名下的肢體，請於參加受浸歸入主名下的肢體，請於參加受浸歸入主名下的肢體，請於參加受浸歸入主名下的肢體，請於 12121212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前交回會友日前交回會友日前交回會友日前交回會友                
申請表給劉颹申請表給劉颹申請表給劉颹申請表給劉颹    弟兄或教會文員謝麥靜嫻姊妹。弟兄或教會文員謝麥靜嫻姊妹。弟兄或教會文員謝麥靜嫻姊妹。弟兄或教會文員謝麥靜嫻姊妹。    
假期返鄉或旅遊假期返鄉或旅遊假期返鄉或旅遊假期返鄉或旅遊    

假期即將到來，為了教會便利安排事奉的崗位，如果您準備在未來三個月內，外出旅

遊或回國探親，請將您不在悉尼的日期時間，預先通知教會文員謝麥靜嫻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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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7,5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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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205.60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Expenses $4,619,6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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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Nov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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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堂 
 

Winnie Linda Winnie - -  

午堂 
Willam/ 
Grace C. 

Grace L/ 
Kellie 

Yun Geoff Yun Gladys Angela 林晨 

午堂 Toddlers Teacher: Wendy/QiQi 
下週兒童主日學服事同工 Next week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Roster  26 November 2017 

 Kindy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Worship Leader Messenger Pianist RefreshPrep 

早堂 
 

Connie Evelyn Connie - - - 

午堂 
Willam/ 
Grace C. 

Grace L/ 
Richard 

Yun/ 
Vanessa 

Geoff Combined -Yun line-up children 王玲玲(Sean) 

午堂 Toddlers Teacher: 周雲娟/林佳敏 

 



本週代禱事項本週代禱事項本週代禱事項本週代禱事項                                                                                                                                                                                                19191919////11111111/201/201/201/2017777 

為下週講員薛從愛牧師、易炳泉牧師和 Rev Alan Best 禱告，求主
澆灌真理的聖靈，賜下天糧，復興教會，見證主名。 

讓我們用神的話學習禱告，在禱告中遇見說話的神。歡迎有心學習讓我們用神的話學習禱告，在禱告中遇見說話的神。歡迎有心學習讓我們用神的話學習禱告，在禱告中遇見說話的神。歡迎有心學習讓我們用神的話學習禱告，在禱告中遇見說話的神。歡迎有心學習
禱告或用禱告服侍的弟兄姐妹來教會參加周三上午十點開始的守禱告或用禱告服侍的弟兄姐妹來教會參加周三上午十點開始的守禱告或用禱告服侍的弟兄姐妹來教會參加周三上午十點開始的守禱告或用禱告服侍的弟兄姐妹來教會參加周三上午十點開始的守
望禱告會。望禱告會。望禱告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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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娟姊妹、林艷姊妹、黃燕玲姊妹、林
琴琴姊妹、林晨姊妹、施晶姊妹、鄭昀姊妹。求主賜福母親以喜樂的心孕育生
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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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路
加姊妹、張建英姊妹均已平安分娩，哈利路亞讚美主！ 

• • • • 請迫切為澳洲請迫切為澳洲請迫切為澳洲請迫切為澳洲將要立法使得將要立法使得將要立法使得將要立法使得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求主敗壞同性婚姻背後的黑
暗權勢和仇敵一切的計謀；愿主興起更多清心愛主的人在婚姻上勇敢為主作見
證，更懇切呼求設立婚姻的主拯救澳洲，拯救我們的後代。 

• 請請請請花時間花時間花時間花時間為自己的婚姻禱告為自己的婚姻禱告為自己的婚姻禱告為自己的婚姻禱告 願丈夫無忿怒、無爭論，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
告﹔願妻子們興起成為禱告的妻子，用溫柔智慧建立家室，成為丈夫一生有益無
損的幫助者。 

• 請為請為請為請為公理會公理會公理會公理會活水堂及其牧者活水堂及其牧者活水堂及其牧者活水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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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壞黑暗權勢和一切的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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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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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力來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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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福牧者能專心
以祈禱、傳道、教導為事，使神的百姓得到上好的牧養﹔賜福堂委們聖靈充滿，
信心充足，大有智慧、能力和膽量。 

• 請為教會今年參加高考的年輕人禱告請為教會今年參加高考的年輕人禱告請為教會今年參加高考的年輕人禱告請為教會今年參加高考的年輕人禱告 高考已經結束，懇求主讓這些年輕人在
高考結束後可以善用時間，殷勤不閑懶地追求屬靈生命長進，在一切屬靈的智慧
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凡事蒙主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 

• 請為外出旅遊或回國探親的計劃禱告請為外出旅遊或回國探親的計劃禱告請為外出旅遊或回國探親的計劃禱告請為外出旅遊或回國探親的計劃禱告 願我們每個人都盡心竭力追求認識神，
受裝備訓練成為福音的使者，所到之處都可以帶去耶穌基督的福音和盼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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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有預備的神在他所定的時間裏為我們預備最適
合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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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讓主日學老師們有機會參加教會為他們預
備的訓練，求主預備他們的心和時間，願主大大使用他們成為神智慧和福分的流
通管道，成為孩子們的屬靈活榜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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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哈拿情況沒有很大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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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肢體：肢體：肢體：林守旺弟兄、何劍婷姐妹、李偉雄弟兄、
林誌輝弟兄、饒婷錠姐妹、John Won、Anton、李宏宇姐妹、余施思姐妹、林佳
蓉姐妹。求主賜他們智慧、聰明、謀略、能力、知識和敬畏主的靈，在裝備中蒙
神格外的眷顧，有夠用的恩典在教會中互相配搭，彼此服侍，被主建立、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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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潘明敏姐妹和梁陳月蘭老姐妹(Tom Ho 的
岳母)代禱。以馬內利的神與她們同在，基督的平安充滿她們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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