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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家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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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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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感謝周天馼弟兄蒞臨本堂證道，願神繼續祝福他的事奉。
2. 教會特別活動及聚會預告：
a. 下週預備祈禱事項：和平組，教牧組。
b. 下週禱告勇士：周霖、黃舒珊、趙淑通、蕭天惠。
c. 教會在 16/4 有嬰孩奉獻禮及接納新會友儀式，有感動參與的弟兄姐
妹，請向傳道長老報名。截止報名日期是 26/3。
d. 教會在 4 月份安排了二次傳福音及街頭佈道訓練，這次訓練很榮幸邀
請到悉尼短宣中心資深導師鄺黃麗明傳道主講，課程包括課堂講解，
以及街頭佈道實戰操練。第一講：4 月 2 日，上午 9:00-1:00, 地點是在
希伯崙堂舉行。第二講： 4 月 9 日，中午 12:30-4:15，在 RCC 舉行，
當天有出外街頭佈道實戰訓練。請已報名的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e. 我們邀請您支持在烏克蘭的宣道會的教會和同工，因為他們在非常困
難的條件下生活和服侍，並請為他們祈禱。您可以在此鏈接奉
獻:https://www.cma.org.au/give，選擇: “Ukraine C&MA Appeal”或以奉
獻封註明「烏克蘭」放入教會奉獻箱內。
f. 由澳洲人際基建創辦的“關懷及輔導（暨人際關係）證書課程”自
2007 年開辦至今，學員超過千人，課程實用性廣受歡迎。
1. 國語班第一期將於 3 月 22 日逢週二晚 7:30 開課（Zoom），學員可
由任何一期開始報讀。
2. 粵語班第一期將於 3 月 24 日逢週四晚 7:30 開課（Zoom），學員可
由任何一期開始報讀。
g. 張歌弟兄、王瑾姐妹夫婦因個人原因離開樂思堂。教會感謝他們一直
在主裏忠心服事。請在禱告中記念他們一家人。
h. 上周出席崇拜人數：實體 38，網上連接：10，小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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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參與事奉的弟兄姊妹
講員：周天馼弟兄

主席：傅大同

傳譯：----

司琴：叢海晨

領唱：陳佩霞、于昊洋

伴唱：李海燕

司事/迎新：楊曉博、何寶珠

讀經：姚曉岩

插花：蕭秀麗

音響/投影：趙淑通、潘沛雯

幼兒部：鄧瑞薇

小學部：---

26/03/2022 崇拜參與事奉的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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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2022

講員：王建國長老

主席：譚榮運

傳譯：潘沛雯、*鄧瑞薇

司琴：伴奏影音

領唱：林永頌、黃舒珊

伴唱：陳佩霞

愛的實踐 - 作和平之子

司事/迎新：李海燕、葉妹芝

讀經：鄧瑞薇

插花：陳佩霞

「馬太福音 5:9，雅各書 3:17」

音響/投影：黎廣文、沈鴻飛

幼兒部：周霖

小學部：---

“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太 5:9 CNV)
“至於從天上來的智慧，首先是純潔的，其次是和平的，溫柔的，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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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的和諧與合一懇切禱告。求神親自安慰醫治受傷害的肢體，
求聖靈感動弟兄姊妹，要以恩慈代替抱怨，以包容體諒代替互相
指責，在神面前好好認罪悔改，讓神的聖名真正得著稱頌。
3. 爲澳洲東岸地區因大雨成災，很多民居遭受洪水淹没衝走，生命
財産損失非常嚴重禱告，求神保守安慰那些災民，在政府的幫助
下，得到妥善安置，早日重建家園。
4. 爲烏克蘭的戰事盡快平息禱告，求神醫治安慰死難者及其家人，
讓他們早日重建家園。也求神感動有關領導人保持克制，透過和

遜的，滿有恩慈和善果，沒有偏袒，沒有虛偽。” (雅 3:17 CNV)
(一)內心有謙卑不自以為是

(二)管理好自己的情緒脾氣

(三)溫柔智慧地與對方溝通

談解决紛爭。
5. 爲香港疫情大爆發禱告，求神賜智慧政府有關部門人員，在中央
政府协助下，制定有效防疫措施，讓疫情早日得到控制，减少感
染人數及死亡人數。爲澳洲的疫情繼續禱告仰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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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