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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放弃我。后来回归教会生活，我更加渴慕神的

话语，觉得光是参加崇拜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参加

了 student life的团契，让我因此跟祂建立了一

个更加亲密的关系，也让我有了一颗热爱传福音的

心。 

 

     在我还未信主之前，上帝就派了天使来我的

身边帮助我，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平时的生活里。

五年来我的 Auntie Tina每天那么忙碌还是每天欢

迎我去她家吃晚餐，五年来每次都是 Uncle 

Herman 接送我去机场。好感恩，这些都是上帝给

我的恩典，我本不配得，但祂还是白白给我了。如

果换作是我，天天为一个跟自己非亲非故的人做

饭，五年来经常接送一个本来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人，我大概会很不耐烦吧。但是因着上帝的爱，他

们都发自内心的愿意帮助我，照顾我。 

 

      在这个学期结束前我参加最后一次 student 

life fellowship 的活动，我跟 Thea 姐妹聊天的

时候跟她说我突然好想喝海带汤，结果星期天去教

会的时候她真的就煲了一锅汤带来给我喝。最近身

体比较弱，诗华姐每次看到我都很关心我，为我祷

告，给我拥抱，真的很温暖很感动。谢谢这几年里

怀恩堂教会弟兄姐妹大大小小的帮助都，让我感恩

每天都能活在爱里。我享受这样的爱，也愿意学习

付出爱。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同为基督身体，在

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彼此相爱，众人才能认

出我们是祂的门徒。 

 

 

 

主内  

Sh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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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决定於 10/12/2016 星期六早上 9:00 執

行地毡蒸氣清洗, 需要多名弟兄姐妹幫手--

吸塵、搬水、搬移家具...等工作,   如果你在

早上 9 點至下午三點之間有空(可以参与多

久無拘), 請以短訊 Text message 与 simon 確

認, 方便统筹工作。謝謝大家! 

如果可以的話，請把吸塵器也帶來。 
 

3.  10/12 下週六晚上六點半在謝牧師家將舉行

浸禮，Ally 姐妹會在弟兄姐妹的見證下受

洗歸入主的名下。之後會有聚餐，歡迎弟

兄姐妹參加。 

4. 儿童主日学将会安排三周的特别圣诞节

目，通过大家喜爱的圣诞歌曲来学习圣诞

节的真实含义并感受当中的喜乐。欢迎所

有小学 1-6 年级的孩子们参加，具体时间地

点安排如下： 

             11 月 20 日，9:00-10:40am, 在教会；          

11:00am-12noon, 在 St Lucia Playgroung 

Park 午餐派对； 

             11 月 27 日，9:00-10:40am, 在教会； 

             12 月 4 日，9:00-10:40am, 在教会。 

5. 佳德传道将于 12 月 6-31 日休假，预备明年

的神学课目。求神加力。 
 

6. 年終假期即將來臨了，求神保守外出旅行

探親的弟兄姐妹平安！另外，在外出前請

把主日奉獻預先準備好，可以提前奉獻，

或用自動轉賬的方法，轉入教會賬號。賬

戶詳細請參閱週報。神喜悅甘心樂意的奉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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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在神的话语和旨意当中 
 

      时间过得真快，在 Brisbane 五年的

学习生涯马上就要划上句号了。回想起这五

年里发生的点点滴滴，只能说感谢神，因祂

有说不尽的恩赐（林后 9:15）。2012 年的

中秋晚会是我第一次来到怀恩堂，那时我还

没信耶稣。感谢神让我在读 UQ Foundation

的时候认识了 Melody姐妹，偶然得知她是

一位基督徒，在一节课上便问她能不能介绍

教会给我。当时她正在查看卜昀弟兄发来关

于中秋福音晚会的邮件，于是便很热心的邀

请我参加。随后我一步步有着圣灵的感动和

带领，平时自己在家看圣经祷告，来教会参

加崇拜，上慕道班，受洗，上成长班，在教

会侍奉，四年就这样过去了。 

 

在教会里 Johnson长老是一位我很敬重

的属灵长辈。从四年前刚认识他，每次见到

他，他都带着很温暖的笑容来跟我握手，并

且总是关心我的学业和生活。道别之前，他

总是温柔的说会继续为我和我的家人祷告。

我在属灵道路成长过程中。Johnson 长老一

直给我很多的鼓励。Johnson 长老送我的一

本圣经上面有 2013 年他写给我的祝福，其

中引用诗篇 119:105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

灯，是我路上的光”。每当打开这本圣经，

都能看到这节经文，在以后的日子里求主让

我时刻活在祢的话语和旨意当中。 

 

信主的四年里我也有过高山低谷，信主

的第二年曾远离神大半年， 直到有一天收

到荣刚弟兄的邮件问我近况，让我突然意识

到，神一直在我身边，借着身边的弟兄姐妹

来关心我。感谢神在我软弱远离他的时候依

然不放弃我。 

 

 



 

 
 

 

 

 

 

27/11/2016 
 

一般奉獻： 

  

 

$3421.65 

  

       

下周奉獻目標： 

 

 

累積/（不足）      

-4234.00 

$4198.00 

  

 
 

 

崇拜事奉 本週主日 下週主日 

崇拜主席    王鵬弟兄 丁榮剛弟兄 

證        道 林炎華牧師 謝榮昌牧師 

證道翻譯    黃國城弟兄    陳柏顯弟兄 

主領聖餐 林炎華牧師 謝榮昌牧師 

司        琴 黃芷心姐妹 郭力萍師母 

司        事 鞏望舒姐妹 陳劍亭弟兄 

    周乃琨師母       Brett 弟兄 

點算奉獻   鞏望舒姐妹    陳劍亭弟兄 

音         樂   陳秀維姐妹    張曉龍弟兄 

招         待   張雪松弟兄    馬良駒弟兄 

       趙霞姐妹    陳惠儂姐妹 

預備聖餐     Alice Wee      Daisy Tan 

茶點安排     西區華語      西區華語 

投影控制  王德耀弟兄   羅福成弟兄 

 
 

12 月 4 日 星期日 11:00 Bridging 教會 

12 月 9 日 星期五 19:30 西區禱告 郭俊峰 

弟兄府上 

12 月 10 日 星期六 18:30 浸禮 謝牧師 

府上 

12 月 11 日 星期日 12:00 粵語之家 

年終感恩 

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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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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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 12：7-9 

贊美詩----------揀選 

                          從心合一 

                          信靠順服 

禱告 

主     餐-------  十字架副歌 

證     道--------奇妙的救主 

經     文-------- 以賽亞書 9：6 

回應詩---------恩典之路 

家事分享 

三一頌/祝福 

mailto:rch767@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