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 區 宣 道 會
Hills Christian Alliance Church
電郵/Email:admin@hillscac.org
網址/Website:www.hillscac.org
教會堂址/Address: 3/340 Pennant Hills Road, Pennant Hills 2120, 電話/Phone : 9484 6374
星期日崇拜地點: Pennant Hills Community Centre (PHCC) 大禮堂
Corner Yarrara Road and Ramsay Road, 崇拜時間 9:30 am

本年度主題 : 以神為樂，為主而活
二 零 二 零 年 六 月 七 日 Jun 7, 2020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表

Sunday Service Bulletin

敬拜讚美 Hymns and Praises .……..……….….......…..................................敬拜隊
【誠心敬拜 】【獻給我天上的】【愛與被愛】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 啟示錄 18:1-12 ……..……..……….….….….....
講道 Sermon ….……..………....... 從巴比倫出來 .…..…... ………..… 李智峰牧師
回應 Response …….....................【生命的執著】................. ................... 敬拜隊
奉獻 Offering ……….……..………【獻給我天上的 】……… ….……..………….…
聖餐 Holy Communion ……….……【像美妙詩歌】…………………… 李智峰牧師
家訊 Announcements .......................................................................... 李智峰牧師
默禱 Silent Prayer …....................................................................................... 會眾
祝福 Benediction ...........................….....…..………………………..…... 李智峰牧師
結束歌 Closing Song ………..…..【祝福你天天讚美】………………..…...... 敬拜隊

金句: 啟示錄 18:2
他大聲喊著說：「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穢之靈的
巢穴，並各樣汙穢可憎之雀鳥的巢穴。

反省題目:
1. 你有沒有被巴比倫所俘虜? 你有那些巴比倫生活方式?
2. 你會怎樣脫離巴比倫的生活方式?

教會主日崇拜新措施
因應目前新冠狀病毒病例增加及擴大蔓延，為了遵守政府的規定， 教會現已執行以下
措施:
1. 從 3 月 29 日(星期日)開始，粵語、國語及英語堂現提供網絡直播崇拜。只限當
日負責的的隊工出席。
2. 粵語堂崇拜 (在教會堂址) 在 9:30am, 國語堂崇拜 (在教會堂址) 在中午 12 時於
教會 Facebook 直播。會眾在家中可以透過 Facebook 一起敬拜。大家可以在你
的 “Facebook” 搜索 (山區宣道會/Hills Christian Alliance Church) ，便可即時見
到直播視頻。
3. 英語堂崇拜 (在教會堂址) 從 9:30am 於英語堂 Facebook 直播。英語堂會眾在
家中可以透過 Facebook 一起敬拜。大家可以在你的 “Facebook” 搜索 (The
Pathway-HCAC English) ，便可即時見到直播視頻。
4. 盼望在家中透過直播一同敬拜的肢體， 繼續領受奉獻的祝福，作出合神心意的
奉獻。奉獻方法：
(a) 可以直接用銀行轉賬到教會銀行戶口:
常費/差傳: Hills Christian Alliance Church: CBA, BSB, 062 225 1015 5401;
建堂: Hills Christian Alliance Church: CBA, BSB: 062 225 1020-7304
(b) 寄支票 (支票抬頭 Hills Christian Alliance Church) 到教會地址: 3/340
Pennant Hills Road, Pennant Hills 2120。
5. 電子奉獻轉賬指引:
請提供以下資料：
i. 你的姓名;
ii. 你所屬之堂會: 如英文堂 (EM)，粵語堂(CM)，國語堂(MM);
iii. 你想奉獻的項目: 如常費(GF), 差傳基金 (MF)，或建堂基金(BF)。
每次資金轉賬只限於一個項目。如欲奉獻給多個項目，請就每個項目分別轉賬。

家訊
1. 歡迎參加 Facebook 網上直播的肢體及朋友，願神賜福你們!
2. 根據上星期的教會的 Facebook 記錄，有73人一起在網上敬拜。
3. 「摩西五經」讀經運動已經進入閱讀《出埃及記》的第21章，若你尚未收到該書
的背景資料及每章的反省題目，請向你的組長或李師母 (未加入小組者) 索取。
4. 星期日的教會祈禱會於今日 8pm 透過Zoom 舉行。參加者請用電郵告訴李牧師
(almon.li@hillscac.org)。 不能用Zoom 參加的會眾也請在家中一同為疫情、為教
會禱告。
5. 組長查經預習及分享會將於6月14日 1:45pm 透過 Zoom 進行。
6. 政府已於6月1日放寬宗教聚會的限制，容許50人聚會，但仍然需要遵守1.5米的社
交距離。教會堂址只可容納 25人以下敬拜，會給優先回到教會敬拜權利於長者，
因有些長者不能參與網上直播崇拜。若你們期望能回來參與敬拜，請先向李師母
報名 ( 0414 600732)。另外請繼續為能在 7月回到 Pennant Hills Community
Centre 崇拜聚會禱告。
7. 請會友留意，因疫情關係，本年度第19屆會友大會計劃延至8月2日舉行，而會友
大會前的答問大會則改於7月19日崇拜後舉行。
8. 多謝肢體記念教會的需要，若有關於電子轉賬奉獻查詢，請聯絡教會幹事。
9. 在疫情期間，懇請肢體彼此關顧。若弟兄姊妹染病，情緒問題，或生活上出現困
難，請盡早通知教牧同工，讓教牧可以作適切的支援。
10. 在疫情期間，小組也不可作實體聚會。在彼此不能見面的時候，盼望組長們用電
子通訊來關心組員。鼓勵小組採用不同網絡方法 (如 Zoom, Skype 或 WeChat
等) 繼續開組。
11. 原本「哥林多後書研讀」於星期二晚上在教會堂址上課，因疫情原故停課。李牧
師已經錄影了最新林後的第七章 Part II 課程，放在山區宣道會的 Facebook。若
會眾有興趣，可到教會Facebook 或到「李智峰牧師」YouTube 瀏覽。
13. 多謝弟兄姊妹同心地在網上敬拜上帝。
a. 請於崇拜前15分鐘 (9:15am)，調較好預備上網用的電子儀器 (手提電話/電腦
/iPad) 參與網上崇拜。
b. 如想與肢體問好，請於9:15-9:25am 這段時間進行。在9:25分之後，請保持
安靜，預備心靈敬拜神。
c. 崇拜後也有5分鐘讓肢體們彼此問安及說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