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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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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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变像主⽇
19/02（⽩）

预苦期第⼀主⽇
26/02（紫）

主席 郑祯源 杨丽芬

讲员 ⾼廷安传道 ⾼廷安传道

司琴 林珊如 ⻩⼩荧

读经 刘卫东 严坚⽩

领唱 叶晖 夏孝仁

招待 叶惠⾳、严坚⽩ ⻩⾀翠、陈妙华

茶点 陈丁 ⻩学芬

⾳响、投影 陈开顺、Nick 林顺荣、陈开顺

点算奉献 叶晖、陈妙华 钟伟志、刘丽莉

主⽇学 孙惠珠、June 刘丽莉、李冉

预苦期第⼀主⽇之预备 26/02

宣召 诗歌 启应经⽂ 信息经⽂ 证道信息

诗22:22-24 赞4 393 125 太4:1-11 约1:35-51 遇⻅耶稣

耶稣变像主⽇崇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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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10 会众坐

唱赞美诗  赞 409 凭祢意⾏ 会众⽴

扬声赞美 会众坐

同⼼祷告 会众⽴

启应经⽂ 太 17:1-9 会众坐

唱荣耀颂 会众⽴

同⼼诵读 使徒信经 会众⽴

证道经⽂ 约1:1-18 会众坐

证道信息 道成⾁身 ⾼传道

诚⼼奉献
赞 398 全所有我献于

耶稣
会众坐

唱献礼颂 会众坐

家事报告 ⾼传道

结束诗歌
赞 349 天上荣华充满

我的⼼灵
会众⽴

结束祷告 ⾼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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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团就职：2⽉18号成团就职礼顺利完成，弟兄姐妹继
续在祷告中纪念成团，并踊跃参加成团活动。

3. 祷告会：2⽉21号我们继续线上祷告会。请弟兄姐妹⼀
同参加，同⼼祷告。 

4. ⼉童事⼯：年会基督教教育开办今年⾸次线上主⽇学，
“⼉童事⼯”（英语）。欢迎主⽇学⽼师、助教、⽗

⺟以及所有感兴趣的弟兄姐妹报名参加。 

5. ⼤斋期（预苦期）：2⽉22⽇开始⾄4⽉8⽇，“四⼗天禁

⻝、祈祷和给予”。让我们阅读并默想神的话语，

思想主耶稣在⼗字架所完成的救赎⼤⼯，预备我们
的⼼灵，迎接复活节。⿎励弟兄姐妹在预苦期期间
的禁⻝所筹备的资⾦作为基督教社会关怀的奉献。 

6. 执事会：2⽉26⽇崇拜过后开始第⼀次执事会议。请各

执事作好准备，也请弟兄姐妹在祷告中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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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主⽇崇拜奉献

崇拜⼈数(奉献) 主⽇学(⼉童/⽼师)
34 ($251.40) 6（$16）/2

感恩奉献: RMC026 $100 
AC: RMC 043 $300; $100; $ 50  

银⾏电⼦转账(09-15/02）: RMC033 $150; RMC06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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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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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祷事项：

1. 迫切为⼟⽿其和叙利亚祷告。当地时间2⽉6⽇，⼟⽿其东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地
区，发⽣规模7.8级的强烈地震，造成⼤量⼈员死伤，建筑摧毁。求主为⼟⽿其的
救援⼯作开路；更为这个国家的⼈⺠的灵魂得救向神祷告；为那些失去家⼈的幸

存者、经历灾害的⼼灵破碎者代祷，愿神赐给他们内⼼真平安；为当地的灾后重

建⼯作向神代求。

2. 为世界和平祷告。我们持续为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向神祈求，求神帮助他
们放下⼼中的仇恨，重新和好，建⽴和平。我们为世界祷告，愿神将盼望赐给世

⼈，愿世⼈都团结合⼀，愿⼈⼈都和平相处。

3. 为身边的⼈的身体的疾患病痛代求，求主赐下平安，赐给我们感动去关⼼身边有
需要的弟兄姐妹。


默想经⽂： 
道成了⾁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过祂的荣光，正

是⽗独⽣⼦的荣光。

——约1:14

8. 三分钟布道法：年会布道部主办三分钟布道法⼯具的实践与⻅证。有意者请报名
参加。

9. 为⼟⽿其灾区募捐：年会社会关怀呼吁各堂会为⼟⽿其地震受灾区募捐。请将捐
项款项汇⾄年会银⾏账户。账户名：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in Australia Inc；
BSB: 013-225；账户号：100648437。汇款时请注明：T-SD或T-S Disaster。这
些款项将为受灾居⺠提供⻝物和⽔，以及⽇常必需品。若需要减免税款收据

（Tax-Deductible Receipts），社会关怀部建议将捐款汇⾄Act for Peace机构。详
情请⾄官⽹查看https://actforpeace.org.au/

10. Burnie布道站筹款：为⽀持年会在塔州Burnie布道站筹款$500，⽀持当地的宣教
事⼯。奉献时请注明：“Burnie布道站”；款项将于3⽉前汇往年会。

11. 启发培训：请报名参加启发培训的⼈员今天下午3点前往救恩堂，加⼊救恩堂的启
发培训，亲身实践这个新型的传福⾳⼯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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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