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Dec 2017 SUNDAY WORSHIP @ 11.30 am
Musicians: Angela &
Anton
Prayer
Anderson & Ashley
Call to Worship
Psalm 98:4-6
Praise and Worship Mighty to Save
Away in a Manger
Psalm 22:1-16
Anderson & Ashley
Anderson & Ashley
Praise and Worship Indescribable
Build My Life
Small Group Prayer
Jefferson
Scripture Reading
Steven
Luke 1:5-25
Message
The Birth of John the Baptist Mr John Won
Response Hymn
There is a Hope
Anderson & Ashley
Golden Verse
Ephesians 2:8-9
Jefferson
Offertory Prayer
Jefferson
Announcement
Jefferson
Closing Prayer
Mr John Won
Usher, Venue & Cleaning Up: Lena
Projector: Andy
Silent Meditation

Shout for joy to the Lord, all the earth, burst into jubilant song with music;
make music to the Lord with the harp, with the harp and the sound of
singing, with trumpets and the blast of the ram’s horn—shout for joy
before the Lord, the King.

Pulpit
Ministry
Worship
Team

Next Week, 24 Dec 2017 @ 11:30 am
Christmas Celebration
Speaker: Rev Alan Best
Song Leaders:
Corey, Jefferson, Jessica &
Joanne
Prayer leader: Titus
Music: Katie & Jordan
Scripture Reader: Jonathan
Projector: Vernon
Children’s Talk: Vincent
Ushers & Cleaning Up: Aining

 Golden Verse
For it is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and this is not from
yourselves, it is the gift of God— not by works, so that no one can boast.

ANNOUNCEMENTS & PRAYER REQUESTS





Our English Service Christmas Celebration this year will take place on Saturday 23 and
Sunday 24 December: PEACE Christmas Party on Saturday 23 and Christmas Celebration
Service on Sunday 24. Please invite your family, friends and those we have not seen for
a while to attend this special service.
As we will have our Christmas Celebration Services on Sunday 24 December, our church
will not hold services on Christmas Day this year.
Pray for all around the world that during this month, more people will know the true
meaning of Christmas, i.e. Jesus Christ is our saviour.

2017 年 12 月 17 日
粵/國語崇拜 上午 09:00
生命聖詩 522, 主在聖殿中
詩篇 98:4-6
除祢以外
祂救了我
主阿我讚美你
敬拜小組
以弗所書 2:1-10
為講員及會眾禱告
唯獨恩典
恩典太美麗

序樂默禱
宣召經文
敬拜組曲

祈求禱告
恭讀經文
講臺禱告
宣講主道
回應詩歌
主餐詩歌
奉獻祈禱
歡迎報告
每週金句
會畢詩歌
會畢禱告
殿樂散會

國語崇拜 上午 11:00
生命聖詩 522, 主在聖殿中
詩篇 98:4-6
祢真偉大
何等恩典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李偉雄弟兄
以弗所書 2:1-10
為講員及會眾禱告
唯獨恩典
何等恩典
讚美詩 40 怎能如此
為奉獻感恩禱告
姚正魁牧師
以弗所書 2:8-9
三一頌
姚正魁牧師
崇拜後請留步午膳

為奉獻感恩禱告
吳卓熙弟兄
以弗所書 2:8-9
三一頌
易炳泉牧師
崇拜後請留步茶聚
詩篇 98:
98:4-6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歡樂；要發起大聲，歡呼歌頌！要用琴歌頌耶和華，
用琴和詩歌的聲音歌頌他！用號和角聲，在大君王耶和華面前歡呼！
本週
講員
領會
司琴
堂務
招待
茶敘
翻譯
襄禮
午餐
團隊

粵/國語崇拜

國語崇拜

易炳泉牧師
敬拜小組
梁卓堅弟兄
謝德榮弟兄(安全檢查)
余惠群姊妹
孔繁英姊妹

易炳泉牧師
李偉雄弟兄
竺久恩姊妹
音響: 何凱偉弟兄
堂務: 王宗濤弟兄
投影：林錦弟兄

關懷小組:
王志強弟兄
薛玉英姊妹
招待:劉曉嵐姊妹
安全檢查: 鄭兵弟兄/陳強忠弟兄
交通: 魏輝弟兄(0425 341 554)
（Auburn 路線）
翁小建弟兄(0430 678 818)
（Riverwood 路線）

馮莼姊妹 音響: 吳卓熙弟兄
交通: 耿元慶弟兄(0414 675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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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長：施品齡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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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郭香英姊妹
男廁清潔：王主恩弟兄
吸塵及拖地清潔：教會禱告小組
吸塵及拖地清潔：教會禱告小組

 上週主日崇拜出席人數、奉獻報告 For Your Record
粵/國語堂
Cantonese

2017 年 12 月 10 日

家事分享
English
英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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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堂
Mandarin

崇拜人數 Worship Attendance
58
41
兒童主日學奉獻 SS Offering
$100.55
奉獻 Offering：經常 General Fund
$900.00
$110.00
奉獻 Offering ：感恩 Thanksgiving
$20.00
$20.00
奉獻 Offering：十一 Tithes
$80.00
$80.00
合共 Total
$1000.00
$310.55
指定奉獻 Other Offering : 主日建堂基金 Building Fund Sunday Offering: $3650.00
自動轉帳建堂基金 Direct Deposit into Building Fund $1150.00 Next Gen 青年營: $200.00
其他 Others: $10.00 樂齡團契 Senior Fellowship :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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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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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4.60
$413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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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途經 Riverwood 圖書館、Revesby、Padstow 圖書館，再到教會；午堂增加南區

下週：大家一起來做工(
下週：大家一起來做工(聖誕主日崇拜)
聖誕主日崇拜)
12 月 24 日
粵/國
國語崇拜
國語崇拜
講員: 薛從愛牧師
講題: 齊來敬拜新生王
經文: 馬太福音 2:1-12
回應詩歌: 讚美詩 78 齊來宗主信徒
主餐詩歌: 何等恩典
普世歡騰救主降臨（贊 69）
天使歌唱在高天（贊 71）
詩歌
聽那天使唱高聲（贊 77）
真的有一位神愛你
領會
敬拜小組
姚正魁牧師
音響: 吳卓熙弟兄
司琴
容傳智弟兄
林佳蓉姊妹
安全檢查:
茶敘
周曉霞姊妹/劉敏兒姊妹
劉颹弟兄
關懷小組:
劉彩玲姊妹
余捷弟兄
顧兵弟兄
招待
音響: 甄大猷弟兄
堂務：張清弟兄
王環姊妹
堂務
翻譯:曾揚弟兄
投影：黃佳楠弟兄
招待: 林艷姊妹
耿元慶弟兄(安全檢查)
交通: 王志強弟兄(0414 925 965)（Auburn 路線）
施恩平弟兄
交通
(0426 277 127)
翁小建弟兄(0430 678 818)（Riverwood 路線）
李偉雄弟兄(組長)/ 劉芳芳姊妹/邱麗莉姊妹/王梅珍姊妹
襄禮
宮麗亞姊妹/翁璞如姊妹
組長：施品齡姊妹
吸塵及拖地清潔：粵語早堂
吸塵及拖地清潔：粵語早堂
午餐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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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2:8
2:8-9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基督教百思道華人公理會牧者、同工
堂主任 Pastor in Charge

英語堂牧者 English Pastor

中文堂牧者 Chinese Pastor

行政助理 Admin assistant

姚正魁牧師 Rev. John Yao

Rev. Alan Best

薛從愛牧師 Rev. Frank Xue

麥靜嫻姊妹 Mrs Connie Tse

zhengkui.yao@gmail.com

alanbest150@hotmail.com

ezyliving@hotmail.com

chinghanmak@hotmail.com

手機 Mobile: 0438 382 008

手機 Mobile: 0414 887 198

手機 Mobile: 0402 481 915

手機 Mobile: 0433 025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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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主日崇拜
12 月 24 日（周日）是教會的聖誕主日崇拜，
，歡迎邀請朋友、家人及慕道朋友
一起參加敬拜和紀念主的降生。25
25 日聖誕節當天就沒有聚會
聖誕節當天就沒有聚會。
沒有聚會
樂齡團契
日期：12 月 22 日(周五) 時間：早上 10.00 探訪老人院 查詢詳情:孔繁英姊妹。
恩福團契
日期：12 月 19 日(周二) 時間：早上 10:00 地點：教會 歡迎肢體參加請與孔繁英姊妹聯系。
感恩之夜（提摩太團契感恩讚美會）
日期：12
日期：12 月 30 日(周六)
周六) 時間：晚上 8：0000-10:00 地點：教會 歡迎所有弟兄姐妹參加。
歡迎所有弟兄姐妹參加。
浸禮
日期：1
日期：12 月 31 日 參加受浸歸入主名下的肢體，請於今天交回會友申請表給劉颹弟兄或教會
文員謝麥靜嫻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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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 Offerings
$2,245,198.25

舊堂出售 sale of old premises
$1,450,000

欠款 Debt
$924,583.35

支出 Expenses $4,619,7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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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December 2017
Kindy
早堂
午堂

Level 1

Winnie

Level 2

Level 3

Linda

Worship Leader

Messenger

Pianist

Winnie

-

-

Holiday Outing

Refresh
Prep
Xue Fang(Jennison)

午堂 Toddlers
Teacher: QiQi，倪佳佳, Anny
下週兒童主日學服事同工 Next week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Roster 24 December 2017
Kindy
Refresh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Worship Leader Messenger Pianist
Prep
Evenly
Connie
早堂
Connie
Combined -Grace Chan line-up children
李其斌
午堂
(Eve)
Christmas presentation and Movie
午堂 Toddlers
Teacher: 林佳敏，張宏，施晶

本週代禱事項

17/12/2017
/2017

為下週講員薛從愛牧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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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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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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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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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迫切為澳洲國家的未來禱告:
請迫切為澳洲國家的未來禱告 澳洲同性婚姻法案已正式在兩院獲得通過，改
變婚姻的法律定義將大大改變社會道德標準，同婚合法化將給社會帶來無窮的後
患，求主憐憫澳洲，更求主興起神的兒女們在邪惡的世代裏剛強壯膽，信心堅固，
成為明光，並能廣傳全備的福音，因為主來的日子更加近了。
• 請為教会众肢体的婚姻禱告
教会众肢体的婚姻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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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為教会
敏銳、智慧的靈，可以同心合意地尋求、
請為教会堂委
教会堂委禱告
堂委禱告禱告主賜堂委合一、
禱告
明白主的帶領，並殷勤火熱地服侍主；主賜福堂委各部門可以發揮其職能，有力
有效地配合教會的異象和使命，與牧者一同帶領弟兄姐妹行在主的旨意裏。
• 請為教會的
請為教會的年輕人禱告 感謝主賜給我們教會眾多優秀的年輕人，求主使用他
們每一個！幫助他們可以愛惜光陰善用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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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追求神旨意在他們身上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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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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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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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禱告記念正在接受神學裝備的肢體：
禱告記念正在接受神學裝備的肢體：林守旺弟兄、何劍婷姐妹、李偉雄弟兄、
肢體：
林志輝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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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gga Wag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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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張軍弟兄肝功能變化代禱
請為張軍弟兄肝功能變化代禱；張軍弟兄五年
肝功能變化代禱 張軍弟兄五年
來一直經歷主的
一直經歷主的醫治恩典，如今身體狀況有變化
經歷主的醫治恩典，如今身體狀況有變化；
醫治恩典，如今身體狀況有變化；求主不但藉著聖經向弟兄說
話，求主引領弟兄行在主的心意中；憐憫醫治
話，求主引領弟兄行在主的心意中；憐憫醫治張軍弟兄。
引領弟兄行在主的心意中；憐憫醫治張軍弟兄。請為潘明敏姐妹和梁陳
張軍弟兄。
月蘭老姐妹(Tom Ho 的岳母)代禱。請為航宇夫婦的女兒哈拿康復代禱；以馬內利
的神與他們同在，基督的平安充滿他們和家人。

聽道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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