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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六崇拜聚會將在 4:40pm 以眾禱開始。
（今日葉沛餘傳道，下週傅大同傳道）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著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教會特別活動及聚會預告：
a. 今天的崇拜是在 Zoom 進行，請按以下連接按時登入：
Meeting ID: 895 9840 5791
Passcode: 202162
b. 下週預備祈禱事項：忍耐組、温柔組。
c. 下週禱告勇士：陳志高、姚曉巖、郭錦源、曾敏儀。
d. 下個主日有聖餐，請大家預備身心靈參與。
e. 面對世界性的新冠變種病毒 Omicron 的肆虐，每天受感染人數
大幅度飆升，相信我們的家人朋友隨時都會面對這樣的風險。
因此對於每週回到教會參與崇拜和服事人員，教會有以下的提
議：
1. 任何時候務必佩戴口罩，勤使用消毒液，保持個人衛生安
全。
2. 人與人之間，無論站著或座著，記住要保持兩平方米社交
距離，減低正面接觸感染的風險。
3. 如果弟兄姊妹感到身體有任何不適的症狀，請暫時不要前
來教會，留在家中休息直到康復才回來。
4. 進入教會前務必要掃描二維碼，因為這二維碼系統會記錄
你停留在教會的時間；當教會內有受感染者在這段時受出
現過，自動追蹤系統會透過 Service NSW 向你發出紅色字
樣的通告。通知你在同一時間有受感染者曾經在同一場合
出現過；當你發覺自己也有類似 Omicron 的症狀的時候，
請馬上前去做病毒測試，或尋求醫療幫助。
面對新冠病毒高速的傳染率，會更加防不勝防。懇請大家多多
注意、多加保重，願主賜平安。
f. 上周出席崇拜人數：成人 24， 小孩 3 ，網上連接 18。
銀行電子/自動轉賬資料:
銀行 BSB : 012463 (ANZ Bank)
帳號 Account: 417594094
名稱 Name: Rhodes Alliance Church of the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of Australia

今日參與事奉的弟兄姊妹
講員：葉沛餘傳道

主席：譚榮運

傳譯：潘沛雯*蔡晓彤

司琴：伴奏影音

領唱：蕭天惠、黃舒珊

伴唱：趙淑通

司事/迎新：郭萱琪、何寶齡

讀經：黎意卿

插花：何寶珠

音響/投影：馮炳權/張東摩

幼兒部：鄧瑞薇

小學部：黃愛玲

宣道會樂思堂
RHODES ALLIANCE CHURCH SYDNEY OF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AUSTRALIA
63 Blaxland Road, Rhodes NSW 2138 Australia

樂思堂主題：靈裏生根建造，主裏忠心服事

15/01/2022 崇拜參與事奉的弟兄姊妹
講員：陳萬程弟兄

主席：陳志高

傳譯：-

司琴：伴奏影音

領唱：林永頌、李海燕

伴唱：陳佩霞

司事/迎新：姚曉岩、何寶珠

讀經：杨晓博

插花：何宝龄

音響/投影：趙淑通/沈鴻飛

幼兒部：周霖

小學部：王瑾

教會禱告事項
1. 爲教會的購堂計劃祈禱，現在堂址物色小組同工開始向市政府
申請改變物業用途以及跟物業代理商討價格等工作，求神保守
一切順利。
2. 感謝神賜下異象，兒童事工，為樂思堂新一年度各個事工及未
來發展的籌劃定下方向，我們為此同心祈禱，求神帶領教會所
有弟兄姐妹同心合一，配合兒童事工為主線的事奉，接觸社群，
吸引更多未信人士來到教會認識真神。
3. 爲教會聘請牧者禱告。求神為教會預備一位有異象、有魄力的
牧者帶領樂思堂前面發展的路向。
4. 為聖誕新年假期出外旅遊、自駕遊的弟兄姊妹禱告，求神保守
他們有一個開心平安的假期，身心得著舒暢，靈裏重新得力。
更加有心有力工作和服事。
5. 為澳洲面對新一波疫情爆發，每日感染人數不斷上升祈禱，求
神憐憫。求神保守弟兄姊妹做好個人防疫措施，出入安全。賜
給弟兄姊妹有一個平安開心的聖誕新年假期。

08/01/2022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以弗所書 4:20-32」
感謝神的保守，帶領我們安然進入 2022 年。展望新的一年，我們有
甚麽計劃？我們有甚麽期盼？
使徒保羅卻教導我們，“所以我說，且在主裏確實的說，你們行
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虛妄的心行事···”（弗 4:17）。多麽寶貴的
提醒。
盼望在新的一年來臨之際，靠着神的恩典重整我們的屬靈生命，以
一個全新的生命開始新一年的事奉，我相信更蒙神的喜悅。
（一）

脫去從前行爲上的舊人 ( 弗 4:20-22)

（二）

心志改换一新，穿上新人 ( 弗 4:23-24)

（三）

脫去與穿上的生活原則 (弗 4:25-32)

總結：成爲聖潔，合乎主用

教會牧者：
Pastor Midter Yip 葉沛餘傳道（半職） 0414 903 987
Pastor Datong Fu 傅大同傳道（半職） 0402 340 6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