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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事上忠心 

          曾经有一段时间和同工会的弟兄姐妹讨论教会的              

     周刊在新年改版的问题，“新年新气象 ”嘛。 不过

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能透过改版来增加一些信息量。 正巧赶

上 Carol 师母打算全家回香港探亲， 我就和 Carol 师母商量一

月份接过了原本她负责的每期周刊的编印。原来以为出周刊不是

什么大事， 应该不会费太多工夫， 结果想不到的是， 事情虽

不大， 但是因为它和弟兄姐妹的教会生活息息相关， 来不得半

点马虎，所以刚刚出新版的周刊时， 几乎每天都在上面花些时

间排版， 更换字体等等。还要随时关注和变更一些事奉的岗

位，每次再让庄丽帮我检查一遍，然后要保证周日的早上提前摆

放在教会门口。我只不过做了几周，已觉得若能坚持每个星期都

要这样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此我想到以前在这个事奉岗

位上默默服事的 Mary 姐妹， 又想到因为 Mary 全家离开澳洲而

接过这个岗位默默服事的 Carol 师母。 即便是在 Johnson 长老

患病最严重，Carol 师母需要几乎全天陪伴的时候， 她都没有将

这个的事奉轻易地放下。 还记得当时大家曾问过她几次需不需

要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帮忙， 她每次都是很肯定的说，“现在还

可以”。 就是到 Johnson 长老回天家的那个礼拜，Carol 师母仍

然在这件看似是小的事上忠心地服事着。 

路加福音 16:10 那里， 主耶稣和祂的门徒说，“人 在 最 小 

的 事 上 忠 心 ， 在 大 事 上 也 忠 心 ； 在 最 小 的 事 

上 不 义 ， 在 大 事 上 也 不 义 。”教会是神的家， 每一

位弟兄姐妹都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 有很

多很小的事情需要我们持久地、忠心地去做。比如说崇拜时的一

些事奉， 像司事， 招待， 陪谈， 再比如准备圣餐， 准备茶

点。 有些弟兄姐妹几年， 甚至十几年地在这些小事上默默地付

出着。求  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常常会自然地，习惯地

接受别人的服事而忽视了我们自己也是 神家里的人。我们也常

常会以忙碌为借口来躲避服事，其实我们忘记了主耶稣的话：

‘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不需要做多么大的事情才表明我们爱 

主爱教会， 只要在所能的小事上持久、忠心， 必能得主的称赞。 

教会希望在小组团契正常运作之后， 透过团契尽快了解在新的一年弟兄

姐妹在教会和团契里事奉的意愿。盼望我们籍着祷告清楚自己服事的方

向，在新的一年，大家“相爱服事”，在众人的面前见证我们都是 神家

里的人。                               

                                              主内   赵佩松弟兄 

 

 

      

 

特别报告 

1. 教会的西区查经小组， 华语细胞小组，怀青团契，Bridging 团契和南

区小组的重新整合已基本完成， 新的分组是 按区域分成弟兄和姐妹

查经祷告小组。新的小组长，副组长也基本到位。 请大家留意教会门

口张贴的小组分区情况。 如果您一直没有收到邀请， 可能您的名字

不在教会的通讯录里，请弟兄姐妹尽快联系您所在区域的小组长。原

则上， 教会鼓励弟兄姐妹除了婚姻小组以外， 都应当至少参与一个

查经祷告的团契。 大家如果对分组的情况有任何问题， 请及时和您

的组长， 教会的长执同工反映。谢谢大家的配合！ 

 

2. 谢牧师所著的《马可福音-万世不变的信息》已陆续由台湾邮寄或经弟

兄姐妹帮忙托运过来。所有印书成本和邮寄费用为澳币$7370。牧师希

望赠送教会会友和常来教会的主内肢体及慕道友每人一本。 牧长也建

议教会图书馆存留 50本以备今后赠送。 牧师还赠送晨曦会 250本， 

台湾教会 160本以及墨尔本的教会。 如果有弟兄姐妹还没有拿到书

的，请在佳德传道处登记领书。 教会也鼓励弟兄姐妹以自由奉献的方

式来支持这本书的出版和赠送到晨曦会及其他机构。自由奉献请自备

信封， 注明奉献给出版《马可福音-万世不变的信息》。上一周教会

收到自由奉献 $150。 

 

日期 礼拜 时间 团契小组 聚会地点 

2 月 12日 日 11：00 成长班（二）第一课 楼下课室 

2 月 12日 日 11：00 慕道班 第二课 楼下课室 

2 月 15日 三 10：00 常乐团契 教会 

2 月 19日 日 17：30 北区婚姻小组二 佩松、庄丽家 

 

一周活动安排 



 

 布里斯本华人基督教会 

怀恩堂  周刊 

主历 2017年    

2月 12日 

83 Ryans Road, St. Lucia Qld 4067 Australia 

崇拜程序    崇拜时间：早 9：00-10：30 

静  默 ---（殿乐： 凭你意行） 

宣  召 --- 诗篇 107:1 & 8          

赞美诗 --- 将天敞开/日日夜夜/

      脚步/牺牲的爱 

禱  告 

主  餐 --- 十字架副歌 

读  经 --- 约翰一书 5：1-12 

证  道 --- 遵守诫命 

回应诗/奉献 ---- 感谢 神 

欢迎新朋友/家事分享 

三一頌/祝福 

常在主里 持守圣洁  

相爱服事 遵守主道 

教会网址： cccbslc.org.au 

陈佳徳传道：0422 188 356                             

kiateck.tan@hotmail.com 

谢荣昌牧师：          

rch767@gmail.com                                        

 

崇拜事奉 本週主日 

2月12日 

下週主日 

2月19日 

崇拜事奉 本週主日 

2月12日 

下週主日 

2月19日 

崇拜主席 丁荣刚弟兄 马良驹弟兄 證    道 傅约翰老师 郭俊峰弟兄 

主領聖餐 赵佩松弟兄 许志平长老 證道翻譯 雷秀清姐妹 陈柏显弟兄 

音    樂 张晓龙弟兄 蔡嫦娣姐妹 司    琴 郭力萍师母 郭力萍师母 

司    事 

 

陈剑亭弟兄 

Brett弟兄 

袁  杰弟兄 

张正昂弟兄 

招    待 

 

孙兴中弟兄 

沈佳静姐妹 

陈剑亭弟兄 

彭美嫦姐妹 

陪 谈 员 丁荣刚弟兄

黄瑞义弟兄 

马良驹弟兄 

Melody姐妹 

读    经 周  群姐妹 Melody 姐妹 

P A 控制 Dennis弟兄 Dennis弟兄 投    影 Simon 弟兄 Jace 弟兄 

预备圣餐 Daisy Tan 王  晶姐妹 茶点安排 北区姐妹 & 

Bridging 

北区姐妹 & 

Bridging  

 

教会财政： 

『願他們以感

謝為祭獻祂，

歡呼述說祂的

作為。』       

 —詩 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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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進一步彼此認識。 

 

2. 成长班第二期今天开课， 时间为 11：00到 12：30， 本期由佳德传道

主讲， 欢迎大家参加。 特别是没有上过成长班或者缺过课的弟兄姐

妹， 请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Power to Change（Student Life）将于二月 12日-17日（Sun-Fri）在

怀恩堂举行一系列 Beyond Brisbane Project 的训练活动。如果弟兄姐妹

想更多了解他们在大学里传福音的事工，或有意认识他们如何进行一对一

的布道事工，经 Darren 弟兄的邀请，在今天下午 2-5pm 的训练将开放给

怀恩堂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参与。另外，Student Life 也计划 16 日下

午（星期四）举办一个新生迎新会，地点在怀恩堂。因为当天会有很多新

学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与新生建立友谊，希望以后也能向他们传福音，

邀请他们参加怀恩堂崇拜。如果弟兄姐妹能来帮忙，也请与佳德传道联

系。 

 

4. 本堂大学团契 (Unicell) 将于本月 20 至 23日上午九点在 UQ 学府接触

新生。请为本堂此事工代祷，也欢迎愿意的弟兄姐妹一起参与这项事工。

有意参与者请与陈益樟(Jonathan)弟兄联系。 

 

 

教会 銀行及帳號：户名： Huai En Tang  开户行：National Australia Bank     

分行号码（BSB）： 084424    账号(Account No.) :  396558819 

 

 

 

 

 1月29日 2月5日 2月5日 

上两周奉献

和本周目标 
$1905.9 $1879.25 $3250 

累积/不足 -$1672 -$1371 ------ 

特别奉献 

(晨曦会台东

青少年学园) 

$1204.9 $655  

 

肢体代祷： 

感谢 神!赴台湾晨曦戒毒村的短宣二队的弟兄姐妹和牧师已顺利完成了短

宣的行程。求 神保守每位队员有平安的脚步回到我们当中， 期待他们的

见证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