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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修篇

上帝介入
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诗篇105篇15节

在一首诗歌中，作者欧玛乌米=耶弗埃（Omawumi Efueye）牧师提到当他还
在母腹里的时候，他父母曾试图中止怀孕。但他父母经历几次不寻常的事件而堕胎
不成后，便决定生下他，并为他取名欧玛乌米（意思是这孩子是被爱的）。欧牧师
明白这是上帝保守他的生命，促使他放弃一份收入丰厚的职业，走向全职事奉的道
路。现在，他忠心地牧养一间位于伦敦的教会。

以色列人在动荡不安的时期，也像欧牧师一样经历到上帝的介入。当以色列人在
旷野中漂流时，摩押王巴勒看见他们争战得胜且人数众多就甚惊恐，于是趁他们毫
无防备时，请先知巴兰来咒诅他们（民数记22章2-6节）。

但奇妙的事发生了！每当巴兰开口咒诅，说出来的却都是祝福的话。正如他宣
告说：“我奉命祝福，上帝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祂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
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上帝和他同在，……上帝领他们出埃及”（23章
20-22节）。上帝保守以色列人免受仇敌侵扰，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逃过一劫。

不论我们是否察觉，上帝今日仍然看顾祂的子民。让我们心存感恩和敬畏，敬拜
那位称我们有福的上帝！

天父，求祢赦免我们常将祢的关怀和保护视为理所当然。
求祢让我们看见，祢赐给我们的丰盛恩典！

仔细思想上帝每日的看顾，祂在你未察觉时，救你脱离危险。

代祷事项
1.  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首先需要振兴祷

告会！我们鼓励每位执事，团契职员，
和事奉人员需参与祷告事工。没有祷告
的教会，没有生命。请为谢恩堂有更多
肢体积极投入祷告会祷告！目标40人。

2.    2020年的主题是《建立家庭，忠心事
主》。为今年家庭事工的推展代祷。为
初成、成团和乐龄团契一起配搭建立健
康属灵的家庭，巩固孩子们的信仰根
基，建立爱神的夫妻关系祷告。 

3.  谢恩堂能够寻找一个全职英文事工牧者
代祷。

4.  特别为会督、年会各部事工和所有牧者
能尽心的为主摆上，建立一个荣耀神的
教会祷告。 

5.  为病痛软弱的肢体祷告：黄祥耀(膝盖
康复)，彭能顺牧师(身体虚弱)，蔡月
梅(脚骨折)，官伯威牧师(骨癌，缺血) 
，Magaret大儿子李逸轩和媳妇张楚晗(
车祸后康复)。Shawn女儿卢庆龄(心脏恢
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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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9日

教会圣工
诚心欢迎前來崇拜的每一位。願上帝的愛充滿您，温暖您的心田。

1.   牧者动向：周家熹牧师于1/1开始
拿假直到5/2结束。期间，可咨询
于建华牧师。

2.  赈灾募捐：呼吁大家为火灾募捐
（19、26两周），请大家在信封
袋上注明，教会汇总年会后交到
有需要的灾民手中。

3.  议会：8/2/2020，9:00am。所
有执事及本处传道务必出席。

4.  建立家庭讲座：15/2/2020周六
（9.00AM-1.30PM）建立家庭的
讲座，使父母、孩子、教会在这
世俗洪流中作中流砥柱。讲员：
蒋祥开弟兄。地点：荣恩堂。备
注：有茶点及午餐供应（每位$5
）。请预留时间出席。

5.   墨尔本合唱训练：3-4/4/2020
。地点：谢恩堂。华语授课。宗
旨：提高圣乐水准，培养圣乐人
才等等。报名费$110。请联络黄
裕华弟兄0415 072 238。

6.  一天一元：鼓励弟兄姐妹支持一
天一元作为年会宣教的圣工款
项。请向招待员索取一份一天一
元的盒子。若有疑问，请联系卢
凌杰弟兄或牧者。

谢恩堂中文崇拜报告:
1.  乐龄团契：新春探访25/1周六。
2.  暂停崇拜：11am中文崇拜将会在

9/2/2020重新开始。
3.  儿童主日学：2/2/2020儿童主日

学将重新开始。
4.  门徒：红本、紫本和金本门徒课

程。请向钱敦仁弟兄报名。
5.  Mainly Music：4/2/2020重新开

始。此事工需要增加同工，教会
呼吁您的参与！有负担者或可以
帮忙准备茶点的，请联络会友与
布道委员会主席刘大卫执事0451 
529 791，davidsgroup@gmail.
com或张思宁姐妹0433 579 795
。

6.  谢恩堂本周聚会：
23/1 四 
7:30pm

祷告会（中英联合）
请一同来守望 
 (教会副堂)
祷告会带领者:   
陈玉仙本处传道

25/1 六 乐龄团契
新春探访

25/1 六
6:30pm

青年团契
新年聚会

Wyndham布道站报告:
1.  26/01 有春节主日崇拜聚餐，

请大家邀约新朋友参加，共沐主
恩。

2.  主日崇拜后有慕道班课程，请福
音朋友参加。

3.  有需要参加门徒班、受洗班、入
会班的请向于牧师报名。

4.  我们有祷告会(周三晚)、青少年小
组和仁爱小组(隔周六晚)、职青和
妈妈小组(每月一次)、喜乐组(隔
周四下午)等团契，鼓励大家积极
参与团契生活 。

5.  有感动转账奉献者，请用以下账
号：Account name: CMCA WPP; 
BANK:ANZ, BSB: 013598; A.N: 
2332 30675

主日崇拜程序
(2020年1月19日)

序乐 司琴

默祷 肃静歌《主在圣殿中》 众坐

宣召 启示录 1：7-8 领会

开始诗歌 8《齐来谢主》 众立

敬拜赞美 敬拜小組

祷告 领会

唱主祷文 众立

启应经文 箴言 4：14-27 领会

榮耀颂 众立

信息经文 弗 3：1-13 领会

证道 『认识教会#2 《教会的使命》』 于建华牧师

使徒信经 众立

奉献 396《将你最好的献给主》 众坐

唱献礼文 众立

欢迎与报告 牧师

差遣诗歌 22《你信实何广大》 众立

祝福 牧师

阿们颂 《三叠阿们》 众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