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华人卫理公会荣恩堂
Glory Methodist Church
1393 High Street Road, Wantirna South, VIC 3152
教会网页 http://www.glorymethodistchurch.org.au/

圣餐主日
02/05/2021

《主日崇拜 》
安静默祷敬拜神

《圣哉 圣哉 圣哉》

聆听宣召敬拜神

加拉太书 1:4-5

唱诗赞美敬拜神

44《美哉主耶稣》

同心祷告敬拜神
荣耀颂赞敬拜神

《荣耀颂》

宣告信经敬拜神

使徒信经

诵读经文敬拜神

提摩太后书 3:12-17

聆听信息敬拜神

温馨家庭#1 以基督的话为根基

回应诗歌敬拜神

434《数算主恩》

中文崇拜时
间：

2:30 pm

关心圣工敬拜神
领受圣餐敬拜神
领受差遣敬拜神

讲员：周家熹牧师

祝福/《三一颂》

领会：胡武杰助理传道
领唱：司琴：胡咏恩姐妹

教会牧者
主理牧师：周家熹牧师

华语主日崇拜：2:00pm

助理传道：胡武傑传道

英语主日崇拜：4:00pm

崇拜时

《教会圣工》
1. 挚诚欢迎：欢迎新朋友及弟兄姐妹
们参与今天的主日崇拜。祈愿天父
赐恩给你们在聚会中身心灵得益。
请在实体崇拜前下载以下软件，以
方便扫码。
https://service.vic.gov.au/check-in/

同时请在崇拜后向招待员索取《安
全 教 会 行 为 守 则 》 协 议 书 (Safe
Church Code of Conduct)。细读及签
署后提交给执事负责人。详情请看
第 12-13 页及 PDF 签署文件。。

2. 祷告会：每周四 8:00pm 地点：教
会 +ZOOM 。从三月至 五月会在 祷
告会里推动第一课程，一共有 12
课。本周第十课：饶恕的大能。

6. 《孩子，我愿意为你这样做》课程：
每周三 9:00pm-10:00pm 媒介：线上
ZOOM 。 开 课日 期 ：19/05/2021 。
一共十课。请各位弟兄扫码报名。
详情请看第 10 页。

3. 乐龄孝亲感恩会：08/05/2021 (周六)
10:00am-12:00pm。邀请所有的乐龄
人士参加。请向卓素娟姐妹报名。
节目：丰富的点心,诗歌，分享，与
团契。

7. 线上座谈会：《两代之间的关系》。
29/05/2021（周六）7:30pm 媒介：
线上 ZOOM。讲员：柳子骏牧师。
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踊跃参加学习。
详情参阅传单第 14 页。

4. 墨 尔 本 神 学 院 中 文 部 开 放 日 ：
04/05/2021 （ 周 二 ） 10:00am4:00pm 地点：5 Burwood Highway,
Wantirna Vic 3152。认识基督、更
新生命、装备服事。参加者请扫二
维码登记报名。详情参阅传单第 11
页。

8. 短宣事工：年会布道部将在今年计
划到塔州布道短宣，鼓励信徒参与
短宣服事。详情请看第 15-16 页。
请有感动参与者与许思易执事联系。

5. 《 安全教会 》说明 会： 12/05/2021
（ 周 三 ） 8:30pm 媒 介 ： 线 上
ZOOM。讲员：俞贤清弟兄（荣恩
堂安全教会工作委员会的主席）。
请执事及服事人员预留时间出席，

9. 奉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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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事项》
为世界祷告：• 为世界各国能早日控制疫情祷告，求
主赐智慧给世界各国领袖们如何适当
的采取措施来应对世界疫情的发展，
及处理重整经济等各项问题。

•

为荣恩堂的英语崇拜新事工继续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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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动 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一同建立荣
恩堂荣耀神。

为教会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走入社会为今年会的主
题：《关怀社区，为主得人》祷告，
彰显基督耶稣的爱，荣耀神。求神给
我们有智慧晓得如何与我们的社区建
立关系。

为肢体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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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请为身心有痛苦软弱的弟兄姊妹祷告，
求神医治看顾，加添他们信心、力量
和平安。

•

请为正在为自己前路探寻神带领的弟
兄姊妹们祷告，愿神给他们无论在工
作上还是学习上有新的看见和看顾。

•

为《馨香女人》及五月份《孩子，我
愿意为你这样做》的课程祷告。求神
引导父母如何指教儿女，以使他们在
主里面长大成熟，在耶稣基督里建造
稳固的根基，并经历感受到你的同在。

请为五月份的讲道系列祷告。主题是
建立温馨的家庭。求神使用每个主日
敬拜，每周的祷告会，每个的查经班
与团契，及门徒事工，建立有主耶稣
形象的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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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事工祷告：•

请继续为目前在上《从怀疑到相信》
的课程的慕道友/弟兄姐妹祷告。特别
为更多的弟兄姐妹受装备福音，成为
福音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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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02/05/21

09/05/21

讲员

周家熹牧师

周家熹牧师

领会

胡武杰助理传道

刘翔翔

领唱

-

吴盈斐

司琴

胡咏恩

钟维玲

招待员

卢伟领/卓素娟

陈瑶瑶/龚丽花

奉献核算

陈瑶瑶/郭竞锋

沈谦和/卢伟领

核算监督

林道煌

林道煌

音响

郭兴伟

贺道顺

多媒体

王焕钧

卢伟民

制作 PPT

王焕钧

卢伟民

交通指挥

郭竞锋

刘世瑰

主日学小班

濮愉/江宛玲

胡黄妃声师母/王羽珊

主日学中大班

杨芬芬/詹清珊

叶素樱/杨芬芬

成团

青少团契

每个月两次小组聚
会。成团小组上半年
查考新约圣经的《加
拉太书》。手抄圣经
内容为《加拉太书》
和《约书亚记》，圣
经统考为《加拉太
书》。

初/高中生组与每周
五晚上七时有团契聚
会。

各别小组聚会详情可
以直接联络以下组长
名单：
摩西组：张琪琪
保罗组：卓素娟/戴
莉亚
彼得组：林敏/魏红霞
大卫组：董颖/高弋飞
/彭筱晴
约书亚组：梁蓓蕾

大专生/职青（Life
Group）查经小组于
每周二晚上 7:30PM
举行查经聚会。

《上周聚会人数》
希伯来书 10:25『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华语主日崇拜

英语主日崇拜

（实体/线上）

（实体/线上）

73/19

55/-

儿童主日学

诗班

21

11

祷告会
（实体/线上）
14/15

Youth / Life group

17/25

《荣恩堂五月份行事历》
日期
04/5 周二
08/5 周六
08/5 周六
10/5 周一
12/5 周三
19/5 周三
24/5 周一
29/5 周六

时间
10:00am
10:00am
7:15pm
8:00pm
8:30pm
9:00pm
8:00pm
7:30pm

事项
墨尔本神学院中文部开放日
乐龄孝亲感恩会
成团会议
网页设计教学
《安全教会》说明会
《孩子，我愿意为你这样做》课程开始启动
网页设计教学
线上座谈会《两代之间的关系》

《牧者关怀》
• 凡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可以与素娟或周牧师联络。可以安排特别祷告探访，牧
者辅导课程，或逐步心灵建造的课程。
• 每个弟兄姐妹都应该参与每天的祷告事工，参与教会复兴运动，依靠圣灵，耶
稣的福音，与天父的爱进行神的工作。鼓励每位弟兄姐妹都能与我们一起祷告！
• 周四是专注祷告；周五注重主日崇拜；周六团契训练与聚会；周日是我们一起
敬拜神荣耀神的一天。

《中国的少数民族》
中国的少数名族：阿车 Ache
有 35,000 多名阿车族人生活在云南
省的中部，23,000 人生活在双柏县的
山中，11,000 人生活在易门县，有几
百人生后在禄丰县，峨山县和镇沅县。
尽管阿车族被算作彝族的一个分支，
但是他们与另一些彝族有完全不同的
部族身份、服饰和语言。阿车话被分
类归为彝族南部语言的分支。
现今的阿车族与生活在弥勒县的阿哲
族是不同的，尽管他们有共同的祖先。
他们自己说阿车族是在隋朝和唐朝时
往南迁移到了建水县的，在那儿他们
入伍从军，进入罗甸王国的军队中。
随后他们翻山越岭达到了双柏县易门
族那里，逐渐形成了完全不同的部族。
双柏县的阿车族过只有他们才过的两

个节日：在农历元月 8 号的开路节，
和在农历 2 月 2 号的崇龙节。
今天，阿车族是一个完全未曾听到福
音的部族，在他们中间没有为人所知
的信徒。阿车族有一个传说，说他们
曾经有机会接近众神，但是由于他们
的罪，天堂与阿车族之间交流的通道
被阻断了。
请为阿车族祷告：• 祈求阿车族能够通过耶稣基督
的宝血恢复与神的关系。
• 恳求神能在这个未曾听到福音
的部族中间兴起有力的教会。
• 祈求传道人和教会培植人能够
被差遣到阿车族中去传讲福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