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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去年九月份神施恩怜悯我，让我转

换到一个工作条件比较好的部门，圣灵藉着牧

师的教导提醒我，当将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心

里就想把头两个星期 的薪水作为奉献给教会。

后来又有些挣扎和舍不得。圣灵又再次提醒

我，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赏赐。 而且借着

林后 9:7 的提醒，就凭着信心将神给我的还献

与祂。顿时心里感到无比的平安与喜乐，心想

花草树木神都看顾，祂岂不看顾我吗？「神既

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

万物和祂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罗马书

8：32） 

 

         圣灵也提醒我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6：21 的

教导：「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

里。」马丁路德在‘信心日引’灵休书籍里的

一篇主题为“服事神或服事钱”说到：“我们

所爱的，一定会追求，对它念念不忘，因为我

们的心和思想都被它所充满。 ”奥古斯丁一针

见血的指出这种状况：“我们所最爱的事物便

是我们的神”。 

 

     想想看我的最爱是家人，工作，金钱，甚至

是教会活动吗？这些事物是不是成为我的神

了？求主怜悯提醒我，我的最爱是神，我最大

的福分就是神。 

 
         

主内  

陈佳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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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一年一度的中秋福音晚会将于 9 月 17

日星期六举行。秀维姊妹准备给小学以下

的小朋友们排练节目，在当晚表演。请爸

爸妈妈鼓励孩子们积极参加，让他们从小

就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有份 

这个礼拜天崇拜结束之后将会进行第一次

排练，届时烦请大家带孩子们到教会楼下

集合。谢谢！ 

4. 週三（17/8）早上 10 點在教會有常樂團

契，請大家邀請朋友參加，並帶一道菜來

共享午餐。 

5. 週六（20/8）本教會有懷恩堂華人之家，這

是一個向海外的中國同胞傳福音的平台，

晚上 6：00 聚餐，7：00 開始聚會，有短

講，詩歌，福音錄像和其他特別節目，歡

迎弟兄姐妹和朋友參加。本次有丁榮剛弟

兄與我們分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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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玲牧师是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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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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财宝在哪里？ 

 

         最近看到弟兄姐妹积极地为教会的

退营义卖凑款，心里非常感动。每个人

将自己的时间、才干、金钱献上。这也

让我想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9:7 的教导 

“各人要随本心所 酌定的，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

爱的。” 

       其实我所拥有的都是从神而来。诗篇

50:9-15「 我不從你家中取公牛， 也不從

你圈內取山羊； 因為樹林中的百獸是我

的， 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 山中的飛

鳥我都知道； 野地的走獸也都屬我。 我

若是飢餓，我不用告訴你， 因為世界和

其中所充滿的都是我的。 我豈吃公牛的

肉呢？ 我豈喝山羊的血呢？ 你們要以感

謝為祭獻與上帝， 又要向至高者還你的

願， 並要在患難之日求告我； 我必搭救

你，你也要榮耀我。」  
          

       我拿什么献给神，献给教会，献给

有需要的人呢？林后 9:7 再一次提醒我，

神喜悦一个乐意的心， 不喜悦勉强的

心。每当主日奉献时，我都会想起小时

后外婆从不忘记在周六晚上先预备好主

日的奉献。她会很仔细地将新而无损的

钞票放进信封里，主日崇拜她也从不迟

到。那时候我就看到外婆对神敬虔的态

度。想想有时自己忘记把奉献准备好，

没有准时来主日崇拜，就感到惭愧，向

神认罪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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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奉獻： 

  

 

$2605.45 

  

       

下周奉獻目標： 

 

 

累積/（不足）      

+4395.00 

$2920.00 

  

 
 

 

崇拜事奉 本週主日 下週主日 

崇拜主席 于安光弟兄 張雪松弟兄 

證        道 陳佳德傳道 傅約翰老師 

證道翻譯    陳柏顯弟兄    周乃琨師母 

主領聖餐 陳佳德傳道 許志平長老 

司        琴 姚施平姐妹 黃芷心姐妹 

司        事 陳劍亭弟兄     袁傑弟兄 

      Brett 弟兄    張正昂弟兄 

點算奉獻   陳劍亭弟兄        袁傑弟兄 

音         樂   林詩華姐妹    陳秀維姐妹 

招         待   徐華慶弟兄     王德耀弟兄 

   李宏卓姐妹     林淑卿姐妹 

預備聖餐     Daisy Tan          王晶姐妹 

茶點安排     華語細胞        華語細胞 

投影控制 徐帅弟兄  宋猛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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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教會 

8 月 16 日 星期二 9:30 北區 

姐妹團契 

莊麗 

師母府上 

8 月 16 日 星期二 19:30 大學團契 

禱告會 

教會 

8 月 17 日 星期三 10:00 常樂團契 教會 

8 月 19 日 星期五 19:30 周五晚 

禱告會 

教會 

8 月 20 日 星期六 18:00 大學團契 教會 

8 月 20 日 星期六 18:00 華人之家 教會 

8 月 21 日 星期日 11:00 成人主日學 教會 

8 月 21 日 星期日 11:00 慕道班 教會 

8 月 21 日 星期日 17:30 北區婚姻 

（1） 

孫興中 

弟兄府上 

8 月 21 日 星期日 17:30 北區婚姻 

（2） 

趙佩松 

弟兄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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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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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7 

贊美詩----------何等奇妙的救主/耶穌愛我 

                        更親近恩主 

                        詩篇 23 

禱告 

主     餐------- 十字架副歌 

證     道--------等待永恆的家園 

經     文--------彼得後書 3：1-13 

回應詩--------恩典之路 

家事分享 

三一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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