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合神⼼意的教会: 

做主⻔徒，宣扬福⾳ 

Building a Church a/er 
God’s own heart: 

Be Disciples of Jesus, 
Proclaim the Gospel 

   
 中英⽂崇拜： 

早上10:00AM 
  

 ⼉童主⽇学： 

早上10:00AM 
  

29/01/2023 
  

佳恩堂 
澳洲基督教华⼈卫理公会 

  
Redeemer Methodist 

Church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in 
Australia) 

  
3 Hartley Road, 

Seven Hills, NSW 2147 
redeemer.cmca.org.au 

   
代理传道：⾼廷安传道 

0422 734 128 
redeemer@cmca.org.au

笔记： 

 教会每周聚会与活动（恕不称呼）

祷告会 第⼀，三周⼆晚上8点 成年团契 每⽉第三周六11点

初成团契：每⽉第⼀周六6PM（请联系陈开顺弟兄0403 805 271）

细胞⼩组
请联系⼩组组⻓关于⼩组的聚会时间和地点。 

ParramaVa: 杨丽芬; North Ryde: 林顺⻓; 
Dural: David Lau

需要交通者请联络

林顺荣执事 
0414 331 911

显现后第四（圣餐）主⽇
29/01（绿）

显现后第五主⽇
05/02（绿）

主席 钟伟志 刘卫东

讲员 张济富牧师 ⾼廷安传道

司琴 ⻩瑞君 ⻩瑞君

读经 叶晖 夏孝仁

领唱 Nick、郑祯源 陈开顺

招待 林顺荣、陈妙华 Nick、June
茶点 刘丽莉 王惠贤

⾳响、投影 刘卫东 郑祯源、林顺荣

点算奉献 王惠贤、陈开顺 钟伟志、林顺⻓

主⽇学 孙惠珠、Regina 李冉、刘丽莉

显现后第五主⽇之预备 05/02

宣召 诗歌 启应经⽂ 信息经⽂ 证道信息

诗 147:7-11 赞 7 408  329 太 5:13-20
太 5:13-16；可

9:50；路
14:34-35

光盐⻔徒

显现后第四主⽇崇拜程序

序乐 司琴

默想主话 会众坐

安静默祷 唱肃静歌 会众坐

始礼宣召 诗111:1-3 会众坐

唱赞美诗  赞 4 圣哉圣哉圣哉 会众⽴

扬声赞美 会众坐

同⼼祷告 会众⽴

启应经⽂ 认识上帝启应经⽂ 会众坐

唱荣耀颂 会众⽴

同⼼诵读
求洁⼼祷⽂
主祷⽂

会众⽴

证道经⽂ 可3:7-30 会众坐

证道信息 作主⻔徒、传扬福⾳ 张牧师

诚⼼奉献 赞 391 真神之爱 会众坐

唱献礼颂 会众坐

家事报告 主席

敬设圣餐 张牧师

结束诗歌 三⼀颂 会众⽴

祷告祝福 张牧师

唱阿们颂 三叠阿们 会众⽴



 欢迎与报告  

1. 挚诚欢迎: 欢迎第⼀次参加我们实体或线上直播崇拜的

新朋友。

2. 崇拜与⾳乐线上讲座：今天崇拜过后2pm年会崇拜与⾳

乐部主席，林良敏牧师主讲《主⽇崇拜主席、领会
训练线上讲座》，邀请所有负责主⽇崇拜主席、领
会的弟兄姐妹参加。Zoom ID: 87515490201, 
passcode: 186350。

3. 执事就职和六周年感恩主⽇：佳恩堂2023年执事就职和

六周年献堂礼于2⽉5⽇举⾏，让我们⼀同以祷告和

感恩的⼼预备。

4. 细胞⼩组与祷告会： 2023年将⼀起研读约翰福⾳，查

经班和祷告会将于2⽉开始。

5. 初成团契：2⽉4⽇周六开始(6pm)，“迎新春”。诚挚邀
请⻘年参加。

6. 福⾳DNA：⿎励弟兄姐妹参加CITY to CITY的福⾳更新
研讨会。时间：2⽉18⽇9:30-15:30。详细信息请
参考传单。

7. 探访与祷告：有需要探访和祷告的弟兄姐妹请联系⾼传
道和Ariel师⺟。

22/01主⽇崇拜奉献

崇拜⼈数(奉献) 主⽇学(⼉童/⽼师)
38 ($571.9) 7（$18.4）/2

感恩奉献: RMC026 $100; RMC 005 $400 

银⾏电⼦转账(19-25/01): RMC033 $150; RMC069 $100; 
RMC 066 $160

电⼦转账资料：佳恩堂帐户Name: Redeemer Methodist 
Church Inc., BSB No:  062320, Acc No:  1157 5582 

(转账时请注明您的姓名，奉献号码及奉献项⽬) 

购堂认捐: hVps://redeemer.cmca.org.au/about-us/cb/  

2023 ⽬标/⽬前状况

主⽇崇拜

主⽇崇拜        34

⼉童主⽇学    8

什⼀、感恩奉献

⽬前收到: $5,599.40

全年预算: $110,000

宣教奉献

本堂预算: $500

⽬前收到: $-

年会预算: $3,000

⽬前收到: $-

塔州Burnie布道站事⼯

（年会）

年会预算: $500

⽬前收到: $-

神学教育基⾦

本堂预算: $500

⽬前收到: $500

年会预算: $500

⽬前收到: $-

社会关怀

⽬前收到: $-

购堂基⾦

今年收到: $-

总共计: $946,264.91

⽢⼼乐意奉献，主悦

纳，主纪念。林后9:7

8. 华⼈启发培训：07/02晚上7-9点由启发澳⼤利亚举办培训交流会。⿎励弟兄姐妹踊

跃参加学习如何有效使⽤新媒体传福⾳⼯具，为主传扬福⾳。

祷告 

全能的上帝，慈悲的⽗： 

你卑微的仆⼈带着谦卑，愿意在你跟前献上⾃⼰，要把⾃⼰清晨的爱和感
恩之祭献给你。 

配受敬拜的⽗，你完成创造奇功⽽后进⼊永远的安歇，愿荣耀归给你！ 

圣⼦耶稣，你借着永恒的灵把⾃⼰献上，为全世界的罪恶成为了圆满、完
美和全备的赎罪祭。三⽇后你的确从死⾥复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归于
你，愿荣耀归于你！ 

赐福的圣灵，你从⽗和⼦⽽出。七⽇的第⼀⽇，你在使徒当中犹如⾆头的
⽕焰临在，你也赐给他们⼒量把救恩的好消息向罪恶的世界宣讲，愿荣耀归于
你！ 

——摘⾃《主啊请听：卫斯理约翰祷告⽂集》

线上报名

https://redeemer.cmca.org.au/about-us/c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