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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圣工 』
1. 今天是受苦期第一个主日，也是年
会主日。欢迎弟兄姐妹参与荣恩堂
的主日崇拜。不论在教会或家里，
让我们以心灵谦卑敬畏与感恩专注
的态度参与每主日的崇拜。鼓励弟
兄姐妹参与实体主日崇拜, 请于本堂
微信群的实体主日崇拜接龙中报名。

互动 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一同建立
荣恩堂荣耀神。
4. 操练个人与家庭属灵生命： 让我
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分别为圣，学
习敬拜与赞美，也学习安静反思与
默想，以致在忙碌生活中有主的智
慧和能力为神而活。

2. 祷告是教会复兴重要的途径，生命

改变来自我们至诚悔改的祷告生命 。
祷告会于 2 月 25 日继续 ZOOM 的
方式进行, 请同工与弟兄姐妹一起寻
求神的面, 复兴我们的生命、团契与
教会。*在来临的的星期四，晚上 8
点钟我们将会开始个 12 周复兴祷告
的系列：’主啊，教导我们如何祷告
‘。祷告会将在 3 月份开始恢复实
体聚会，并同时用 ZOOM 的线上直
播以鼓励有些不便的弟兄姐妹来参
与祷告。
3. 荣恩堂的英文崇拜将于 3 月 7 日始
下午 4 时正式开始，请弟兄姐妹为
这项新开始的英语事工祷告。特别
为牧者传道的带领，英语事工同工
的服事，执事们的配搭和中文堂的

5. 为未信耶稣福音的人祷告：请您把
握机会带领父母及亲朋戚友认识主
耶稣基督的福音，使人因福音生命
得拯救。
6. 今年荣恩堂将会举行受难日中英崇
拜。日期：4 月 2 日，下午 2 点钟，
主题：解开捆锁，生命自由。
7. 在疫情期间, 请参与实体敬拜的会
众把您的奉献投入在迎宾桌上的奉
献箱，同时亦鼓励会众以电子转账
方式参与奉献。
* 荣 恩 堂 银 行 账 号 ： BSB 063-626
A/C Number 1062 1849
*若是采用支票奉献，请书写 Glory
Methodist Church

经文默想

祷告事项

经文：
既然我們眾人以揭去面紗的臉得以看見主的
榮光……就變成了與主有同樣的形像。歌林
多後书三 18
每年教會都在大齋期間製作一齣耶穌生平的
音樂劇。我們為了慶祝製作三十週年紀念，
不久前邀請了歷年以來扮演過耶穌的人來到
站在聖壇前，每個人走上壇前時都展示一張
自己穿著戲服的相片。雖然每位演員看來都
有很大差異，但當他們穿上戲服扮演耶穌，
他們看來都很相似，甚至難以辨別。
同樣，我們也可以看來像基督，這不是指肉
體上的形像；當我們效法基督來互相對待，
像他那樣幫助別人，按他的教導去愛人，我
們就有基督的形像。
在今天的經文裡，保羅吩咐歌羅西教會要脫
去屬地的性情，如：惱恨、憤怒和口中惡毒
的言語，卻要穿上基督的性情：恩慈、謙卑
和饒恕。每天我們都可以選擇要像我們的長
兄耶穌基督。
禱告：萬物的創造主，藉更新我們在你裡面
的心思，叫我們能每天更像基督。阿們。
Laverne Wright（美國 Georgia）
今日默想當我們的生命反照出基督，我們就
榮耀上帝。
（摘取自灵命日程）

1. 为今年年会的主题：《关怀社区，
为主得人》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走入
社会，彰显基督耶稣的爱，荣耀神。
求神赐给我们有爱心，勇敢，异象，
和使命，将耶稣的福音藉着我们无私
的关怀，将福音的美好信息活显在
Knox 城 市 ， 在 我 们 的 社 区 为 主 发
光。
2. 请继续为目前在上《从怀疑到相
信》的课程的五位的慕道友/弟兄姐妹
祷告。求神赐个带领者和学习者一起
经历神的能力与同在。
3. 为我们自己的祷告灵修生活祷告。
求神在今年更新我们个人和家庭的祷
告灵修生活。透过祷告灵修，塑造我
们的门徒生命更像主耶稣。
4. 为荣恩堂继续成为荣耀神的教会祷
告，求神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爱
神与事奉神。求神赐给执事们在新的
一年里经历神的同在、神的能力与神
的带领，成为合神心意的属灵领袖。
5. 继续为今年的事工计划与执行祷
告。让我们在个人工作，家庭生活与
社会中活出耶稣的生命，荣耀神。

本周与下周服事人员
希伯来书 12:28『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服事神』
主日崇拜
成团
日期

21/02/21

青少团契

28/02/21

讲员

周家熹牧师

周家熹牧师

传译

刘锦誉

刘锦誉

领会

陈恩其本处传道

胡黄妃声师母

领唱

吴盈斐

刘翔翔

司琴

胡永熙

陈祥哲

招待员

俞贤清/陈瑶瑶

戴莉亚/林家彬

奉献核数

林道煌

陈瑶瑶

音响

卢伟民

梁蓓蕾

多媒体

王焕钧

吴盈斐

制作 PPT

王焕钧

吴盈斐

成团查经小组将于 2
月 20 日开始聚会。
今年各小组将查考新
约圣经的加拉太书。

初/高中生组于每周五晚
上七时有团契聚会。

大专生/职青小组将于 2
月 23 日（周二），6：
30PM 举行迎新聚会。

上周聚会人数
希伯来书 10:25『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线上主日崇拜

儿童主日学

诗班

祷告会

Youth / Life group

108

-

-

24

21 / -

『 上周奉献统计 』
代上 29:14『因为万物都从祢而来，我们把从祢而得的献给袮』

购堂所需大约经费

截至上周累积数额

220 万澳元

$ 749,172.28

*需奉献编号者请联络 Richard 林道煌。
*您也可使用姓名作为奉献记录。若需奉献收据，请向财政领取。
*周四下午二时后的电子转账奉献将在下一主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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