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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福音培训会收获很多。我很喜欢每天早晨

的 Worship，因为每天都是从敬拜和赞美上帝开始

的。我也很喜欢 Time along with God，那是每个人

与上帝独处的时间。特别来宾 Ying Kai 牧师和他的

妻子 Grace 来自美国。几天的门徒培训我学到很

多。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牧师说的 “Don’t ask for 

permission to share the gospel.” （分享福音不需得

到许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顾虑太多而错

过了一些传福音的机会。Ying Kai 牧师说要抓住每

一次传福音的机会，因为我们所等待的明天可能永

远不会来，错过了这一次的机会就不再有下次了。

我想到我的家人和朋友，虽然我会为还未得救的家

人祷告，但我并没有意识到向他们传福音的紧迫

性，我也没有那么迫切地想要给他们传福音。Ying 

Kai 牧师让我醒悟过来，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不是自己得救就完全了，我们更应该去广传上

帝的话语，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福音，认识上

帝。 
 

       在营会的最后一晚，我与朋友待在 Prayer 

Tower 为我能想到的每个人每件事祈祷。虽然要离

开澳洲十分不舍，但我依旧感恩我在澳洲的这一年

以 MYC 画上圆满的句号。离别虽然忧伤，但我知

道无论我们身处何处，都有上帝将我们紧紧相连；

无论我们经历着什么，都有上帝时刻与我们同行。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

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

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以赛亚书 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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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becca 姐妹 

 

 

                         家事分享 

 

1. 歡迎今天與我們一起敬拜神的新朋友，

會後請留步享用茶點，也讓我們更進一

步認識您。 

 

2. 慕道班今天崇拜後 11 點在教會樓下舉

行，请慕道朋友們準時參加！ 

 

3. 今天主日崇拜之後 11 點在教會樓下的

小教室（綠色門）有成人主日學，學習

舊約耶利米書：先知的預言—是真？是

假？弟兄姐妹準時參加。 

 

4. 請弟兄姐妹注意：門口的停車位只可以

短暫停車，方便上下車。同時也盡量把

Armadale St 的停車位留給有小朋友的

家庭，方便他們上主日學。謝謝合作! 

 

5. 两年一度的家庭营又来了！营会将于 9

月 30 到 10 月 3 举行。地点会在 QCCC 

Tamborine 。主题是 “活出基督的样

式”。今年我们邀请了孙宝玲牧师为中

文讲员。孙宝玲牧师是现任新加坡浸信

会神学院院长。今年的营会与往年有些

不同：我们会有英文的讲座。我们请了

Dr Ivan Bowden 为英文讲员，为了让熟

悉英文的孩子们可以同时聆听神的话。

Dr Ivan 目 前 在 Mueller College of 

Ministries 担任讲师。 有关更多详情，

请与黄瑞义弟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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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和温暖的大家庭 
                   

        
       

      在澳洲当交换学生的这一年是我人生中的

转折点。我在这里重新认识上帝，经历生命的彻

底改变，过着与前二十年完全不同的、真正充满

平安和喜乐的生活。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对我而言，怀恩堂就是

一个充满着上帝的爱和温暖的大家庭。我在这里

受洗经历重生、参加慕道班、成长班、华人之

家、主日崇拜。记得我受洗作见证的那天，在台

上说着说着就哭了。其实我是一个很少眼泪的

人，但那天想到自己是怎样经历上帝的爱和恩

典，被上帝的大爱所感动。我好喜欢教会弟兄姐

妹们准备的饭菜，那种熟悉的味道总带给我一种

家的安全感。记得过春节时来教会与大家一起包

饺子，吃年夜饭，看弟兄姐妹们精心准备的表

演，觉得好温暖好幸福。 
 

        这次 Melody, Jenna, Thea 和我为去 Power to 

Change (以前叫 Student Life) 在悉尼的福音培训营

会筹款，再一次被教会对我们的爱和关怀所震

撼。我们从未义卖筹款，很担心糕点卖不出去。

义卖那天刚到教会就有一位阿姨预订十个红豆糯

米糕。事后我们才知道那位阿姨的亲人都外出度

假不在家，她买了那么多，只是为了支持我们，

真的好感动。我想只有出于耶稣基督的爱才有这

样的力量吧。糕点在半小时之内就抢购一空。我

们也义卖咖啡，师母和佳德传道都带来咖啡机让

我们现做咖啡；安光弟兄帮我们抬桌子… 如果没

有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无法顺利完成义卖。两

周义卖筹款共筹得$965，感谢上帝的恩典，感谢

每一位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感谢每一个为我们

祷告的人，感谢怀恩堂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31/7/2016 
 

一般奉獻： 

  

 

$2493.30 

  

       

下周奉獻目標： 

 

 

累積/（不足）      

+4930.00 

$2905.00 

  

 
 

 

崇拜事奉 本週主日 下週主日 

崇拜主席 馬良駒弟兄 于安光弟兄 

證        道 林炎華牧師 陳佳德傳道 

證道翻譯    王思允姐妹    陳柏顯弟兄 

主領聖餐 林炎華牧師 陳佳德傳道 

司        琴 郭力萍師母 姚施平姐妹 

司        事 鞏望舒姐妹 陳劍亭弟兄 

    林詩華姐妹      Brett 弟兄 

點算奉獻    鞏望舒姐妹   陳劍亭弟兄 

音         樂   陳永強弟兄   林詩華姐妹 

招         待       袁傑弟兄   徐華慶弟兄 

   許映霞姐妹   李宏卓姐妹 

預備聖餐     Alice Wee     Daisy Tan  

茶點安排      華語細胞     華語細胞 

投影控制 王德耀弟兄 徐帅弟兄 

 
 

8 月 7 日 星期日 11:00 慕道班 教會 

8 月 7 日 星期日 11:00 成人主日學 教會 

8 月 9 日 星期二 19:30 大學團契 

禱告會 

教會 

8 月 12 日 星期五 19:30 姐妹禱告會 黃澤群 

長老府上 

8 月 12 日 星期五 19:30 西區禱告會 郭俊峰 

弟兄府上 

8 月 13 日 星期六 18:00 大學團契 教會 

8 月 14 日 星期日 12:00 粵語之家 馬良駒 

弟兄府上 

8 月 14 日 星期日 11:00 華語細胞 教會 

8 月 14 日 星期日 11:00 成長班 教會 

『願他們以感謝

為祭獻給他，歡

呼述說他的作

為。』 

 詩 107:22 

 謹慎自守    警醒禱告 

     

 切實相愛     忠心管家 

2016 年 8 月 7 日 

謝榮昌牧師 

手機   0411-571-303 

電話   3172-0693 

電郵   rch767@gmail.com 

 

 

陳佳德傳道 

手機    0422-188-356 

電話    3273-7208 

電郵    kiateck.tan@hotmail.com 

崇拜時間   09:00-10:30 

地址   83 Ryans Road, St Lucia 

電話   3371-7589 

網址   http:// cccbslc.org.au 

Huai En Tang 銀行分行號碼及帳號：National Australia Bank  

084424-396558819 

 

 

 

 

靜    默 

宣    召----------詩篇 145：1-2 

贊美詩----------在主愛中 

                        我的救贖者活著 

                        深觸我心 

                        愛中相遇 

 

禱告 

主     餐------- 十字架副歌 

證     道--------以頌贊為祭獻給神 

經     文--------詩篇 150：1-6，希伯來書 13：15-16 

回應詩--------全然向袮 

家事分享 

三一頌/祝福 

mailto:rch767@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