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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妙的，我太太（Winnie）偶然在教会遇

见了一位姐妹，她们是第一次见面交谈，她们

谈天的时候，那位姐妹告诉 Winnie 她在一个

化工工厂里任职，Winnie 顺便问她那工厂可否

帮忙 Matthew，给他实习的机会。那姐妹很有

爱心的说她会替我们打听，我们听到后，真是

又惊又喜！经过那位姐妹的推荐和帮忙，

Matthew 终于找到他的实习工作。神的安排真

是奇妙的。 

    

        主耶稣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

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

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

麻雀还贵重。”（路加 12：6-7） 

 

       感谢神，他并没有忘记我们，祂连一个麻

雀也不忘记，怎会忘记我们啦？他爱我们，关

心我们，连我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有时

候我们好像感觉神不听我们的祷告。但是神不

误时，在最适当的时候，按祂的美意，一定把

最好的赐给祂的儿女。Matthew 这次的经验，

我们全家都经历了神的信实和美善。 

 

        马太福音 7:9-11「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

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給他蛇呢？你們

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

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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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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7 日（星期六）懷恩堂將舉行中秋福音晚

會；晚上 5：50 晚餐，7 點晚會開始。主題是明

月映主恩，講員陳佳德傳道。請為各項預備事工

禱告。 

3. 感谢神！家庭营的预备正在经行中。感谢弟兄姐

妹的踊跃报名。请为自己以及参加的福音朋友祷

告（健康、聆听神的话)。请为家庭营的同工代

祷，求神赐我们智慧，安排所有的营会事项（住

宿，活动，等等）。求神使用家庭营让我们活出

基督的样式。请我们 9 月 30 在 QCCC 

Tamborine 见！ 

4. 常乐团契下次聚会是九月 14 日早上十点钟，有

台湾伊甸喜恩盲人合唱团到我们中间分享见证和

诗歌。请弟兄姊妹多多邀请年长家人和朋友来参

加。 

5. 特別報告：懷恩堂牧長執事們很瞭解大家關心

Johnson 長老和全家的心情， 但是為了避免

Johnson 長老過於疲勞， 也給他家人多些安靜休

息的時間。請不要前往探望，也避免打電話給

Carol 師母或打電話到家裏。長執會視情況安排小

組或團體有短時間的探訪，以及安排送食物或其他

幫助。周訊會刊登 Johnson 長老最新的治療情況。

大家也可以聯繫巍巍師母、 莊麗師母、Keith 弟兄

瞭解近況， 或表達幫助的意願。也可以用電郵表達

關心，但請不要期待回覆， 他們實在太忙，太辛苦

了。謝謝大家的配合！ 
 
長執會建議大家用禱告來支持他們，並邀請弟兄

姐妹在本主日（9 月 11 日）主日崇拜後 11 點參

加禁食禱告會， 地點在樓下大課室。讓我們用

禱告托住 Johnson 長老和一家所經歷的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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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奇妙安排 

 
          

          我们的人生中都会有一些愿望，作

为父母亲的当然对孩子们有寄望，我们

都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接受主耶稣为他们

的个人救主，同时，也会希望他们用功

读书，学业有成。感谢主，我们的两个

孩子都已经接受主耶稣了，女儿大学毕

业后已经工作多年，我们的儿子道中一

（Matthew）还在昆士兰大学（UQ）念

书。 

 

      Matthew 在 UQ 攻读化学工程的，UQ

念工程系的学生，都需要有 3 个月的实

习经验，才能够毕业。Matthew 也当然需

要 3 个月的实习经验，但是，学生多，

实习的位置少，僧多粥少，Matthew 在去

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申请了不少的实习

工作，都不成功。我们为了这个事情不

断地祷告，但是，神还要我们再等。 

 

        时间慢慢地溜走，没有任何一家公

司给 Matthew 实习的机会。我们的心情

也慢慢地紧张起来，难道神忘记了

Matthew 吗？难道他不顾念 Matthew 的学

业吗？难道 Matthew 的学位问题不值得

神的关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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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奉獻： 

  

 

$2255.15 

  

       

下周奉獻目標： 

 

 

累積/（不足）      

+1755.15 

$2981.00 

  

 
 

 

崇拜事奉 本週主日 下週主日 

崇拜主席 郭俊峰弟兄 黃瑞義弟兄 

證        道 陳佳德傳道 道書林弟兄 

證道翻譯   陳柏顯弟兄    黃國城弟兄 

主領聖餐 陳佳德弟兄 陳佳德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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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力萍師母 

招         待    孫興中弟兄    張學松弟兄 

    沈佳靜姐妹        趙霞姐妹 

預備聖餐      Daisy Tan        王晶姐妹 

茶點安排      西區華語        西區華語 

投影控制   徐帥弟兄 宋猛利弟兄 

 
 

9 月 11 日 星期日 12:30 粵語之家 道書林 

弟兄府上 

9 月 14 日 星期三 10:00 常樂團契 教會 

9 月 17 日 星期六 15:50 中秋晚會 教會 

9 月 18 日 星期日 17:30 北區婚姻 

小組（一） 

馮黎 

弟兄府上 

9 月 18 日 星期日 17:30 北區婚姻 

小組（二） 

黃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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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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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3;8-11 

贊美詩----------榮耀歸於真神 

                        當轉眼仰望耶穌 

                        我知誰掌管明天 

           

禱告 

主     餐------- 十字架副歌 

證     道--------試煉中的選擇 

經     文--------雅各書 1：13-18 

回應詩--------主禱文 

家事分享 

三一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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