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異象：神的⼦⺠，紮根成⻑；宣講福⾳，直等主來 

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立比書 2:3-5上） 
 

2022 年 04 ⽉ 03 ⽇  （第 14 週）主⽇崇拜 
 

現場轉播連結：https://youtu.be/mbGbBzJ2t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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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措施：隨著疫情的舒緩，按照新州州⻑的宣佈，參加實體崇拜的弟兄
姊妹，請留意⼀下的溫馨提醒： 
1、進⼊教堂時不再需要掃描⼆維碼，但請依然穿戴⼝罩； 
2、聚會禮堂沒有⼈數限制，但⿎勵保持社交距離（隔⼀張椅⼦的座位）； 

3、敬拜者可以在戴⼝罩時開⼝唱詩歌，帶領敬拜者不在限制範圍； 
4、可以在室外提供茶點及愛宴（服事者需要戴⼝罩）； 
5、保持個⼈的衛⽣，⽤消毒液或清⽔勤洗⼿； 
6、⿎勵弟兄姊妹完成注射疫苗及追加劑（Booster）。 
 

凱登園華語堂熱烈歡迎：歡迎本堂⽀持的宣教⼠劉漢雲
博⼠前來證道。歡迎舊友新知前來參加實體崇拜，也歡
迎在線上參加直播的肢體及慕道朋友。如果您已是基督徒，正在尋找固定的教會，成
為您敬拜服事與成⻑地⽅，期待您參與加⼊。若您是慕道友，盼望這裡成為您歸屬的
屬靈家庭。散會後彼此團契，相互連結。 
 

網上崇拜只是⾮常時期的⾮常措施，不能取代實體崇拜中⼈與⼈之間的真實交流與及
同在的經驗。隨著疫情的舒緩，⽇常⽣活已經恢復常態，故本堂決
定 從 4⽉ 15⽇（受難節）始，將不再直播崇拜，但會剪輯後在主⽇
晚間上載部份崇拜內容。請⼤家⼀起回來參加實體崇拜，相互扶持、
彼此⿎勵，⾒證基督！ 

 

受難節：4⽉ 15⽇（週五）早上 10:00 在本堂將舉⾏受難節
（因祂⼗架）主餐崇拜，紀念主耶穌的受審、受苦、受死，
為罪⼈接受⼗字架的苦刑。詩班將在當天獻詩，也請⼤家預
備⼼來領受主餐。請邀請親朋好友前來赴會，共證主恩。 

 

四⽉份教會網上禱告會：週四，4⽉ 7及 21⽇，晚上 8:00 
家事、國事、教會事，事事⼤家關⼼ 
⾵聲、⾬聲、禱告聲，聲聲求主垂聽 
期待你繼續⼀起為肢體代求，為教會守望，為神國儆醒。 
 

教會⼩組：若你尚未屬於⾃⼰的⼩組，請與下列組⻑聯繫並參
與，建⽴相互扶持，彼此成⻑的屬靈關係： 
何素娥姊妹（0405155880）；冼鳳珍姊妹（0423383280）； 
張開運夫婦（0411031286）；林寶順夫婦（0402959858）； 
趙雪雲姊妹（0401801095）；或與邱牧師（0420335655）查詢。 
 

洗禮：經過洗禮課程及查問信德之後，凱登園英⽂堂將在 17/4 的復活節崇拜中為

Michael Lin及 Jayden Chan
 

按⽴：執事會為陳偉中傳道按⽴牧職⼀事已正式啟動了「按牧」程序。根據教會
章則及指引第 22.4.5 段，現正式通知各會員有關該「按牧」程序。如會員們對
陳傳道之「按牧」事宜有任何意⾒，請於 4 ⽉ 3 ⽇前電郵「按牧評審⼩組」主席
羅勵鵬牧師 (frankielaw@optusnet.com.au) 。 



我們的神啊，現在我們稱謝祢，讚美祢榮耀之名！我算甚麼，我的⺠算甚麼，竟能如
此樂意奉獻？因為萬物都從祢⽽來，我們把從你⽽得的獻給祢！（歷代志上 29:13-14） 
 

請弟兄姊妹按著上帝的感動，⽤不同的⽅式來奉獻 
1）基於疫情的緣故，暫時不會傳奉獻袋，請將奉獻投⼊後台的奉獻箱； 
 

2）善⽤便利的銀⾏⾃動轉帳，有關帳號如下： 
 
 
 
 
 
 

3）登陸 Tithe.ly 網上奉獻，點擊以下連接後即可奉獻： 
https://tithe.ly/give_new/www/ - /tithely/give-one-time/1291374 
 
 

財政報告 上週奉獻 每週預算                           $ 30,970.00 

經常費 +感恩 $     18,417.26 $ 19,842.00 
 

總數    $ 23914.20 
 

不敷    $  -7055.80 
宣教基⾦ $        3,992.10 $    4698.00 

裝修⼯程 $        1,504.84  $    6250.00        
 

 

凱登園華語堂主⽇崇拜事⼯輪值表 
 

 2022-04-03 2022-04-10 棕櫚主⽇ 
主席 宋⻑傑執事 邱國煌牧師 

宣召經⽂ 詩篇 27:1、5-6 詩篇 24:7－10 
講員 Dr Peter Lau/邱國煌牧師翻譯 馮慧群傳道 / 何素娥姐妹翻譯 
講題 Wisdom for Dealing with Authorities 

以智慧與掌權者建⽴關係 

 

騎著驢駒光榮進城的君⺩ 

講道經⽂ 傳道書 8:1-9 ⾺太福⾳ 21:1- 11 
讀經 嚴雪敏姊妹 郭濟清弟兄 

 

敬拜隊 陳萍姊妹 
唐健靈姐妹、李⾦旻弟兄 

鄭綺華姊妹 
吳莉莉姊妹、許瑛露姐妹 

 

詩歌 
 

頌讃全能上帝（世紀頌讚 14） 
順服 （讃美之泉 14） 

萬代之神（世紀頌讚 32） 
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我⼼旋律） 

回應詩歌 掌權的神 （新⼼⾳樂） 和撒那（世紀頌讚 113） 
鋼琴 張雅妙姊妹 洪光瑩姊妹 

電⼦琴 洪仁仁姊妹 洪仁仁姊妹 
錄影⾳響 張開運執事，胡慶傑弟兄 張開運執事，濤漠弟兄 

電腦 濤漠弟兄 胡慶傑弟兄 
兒童事⼯ 趙雪雲姐妹 弟兄（爸爸） 
茶點愛宴 Clemton Park ⼩組 Summer Hill ⼩組 
迎新招待 陳明法弟兄、曾秀恩姐妹 陳明法弟兄、曾秀恩姐妹 
清潔衛⽣ 周朝英姐妹、郭珠妹姐妹 竺保羅弟兄、譚忠良弟兄 
數點獻⾦ 張開運執事、林得光弟兄 陳開明弟兄、林得光弟兄 



 

撒灰⽇（Ash Wednesday）是復活節前不包含主⽇的前
四⼗⽇，是⼤齋節期（Lent）的第⼀天（2022 年 3 ⽉ 2 ⽇
到 4 ⽉ 14 ⽇）。許多禮儀教會在這⼀天會舉⾏抹灰或撒灰

的禮儀，象徵基督徒的悔改與齋戒，也提醒⾃⼰不過是塵⼟，從塵⼟⽽⽣，也將死於
塵⼟。（詩篇 103:14）是⼤齋節期（Lent）源⾃古英語中 Lengthen（變⻑）⼀詞，
意為「春天」，即⽩⽇變⻑，⽣機蓬勃之時。在這期間記念耶穌受難（4 ⽉ 15 ⽇），
象徵寒冬已深，春天將臨；⿊夜已盡，黎明將⾄；絕望中的⼈因為耶穌的救贖，都有
了盼望。我們期待基督復活（4 ⽉ 17 ⽇）的⽣命之光、得勝罪惡和死亡⿊暗權勢之
時。借⽤路益師（C. S. Lewis）之⾔：是讓⼈振奮和愉悅的奇妙時節！ 
 

• 感謝聖潔公義的神的救贖計劃，將本是我們所當得的咒詛，落在了祂獨⽣愛⼦耶穌
的⾝上，讓我們這些相信祂為救主的⼈，因著祂的寶⾎，我們承認所的犯的罪，得
以潔淨；因祂經歷驚⼈⿊暗，我們得⾒光明。 

 

• 祈求聖潔公義的神打開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看⾒耶穌的榮美和完全，祂是⽢⼼將⾃
⼰獻上為祭，無瑕疵、無玷污的羔⽺，好叫我們因相信祂，領受赦罪恩典與新⽣命
後，願意讓祂在我們的⽣命中做⺩，我們也樂意跟隨主⼗架的道路，並認定這是唯
⼀的⽣命與平安之道。 

 

• 祈求聖潔公義的神開啟我們的⼼，讓我們在每⼀次的敬拜中，渴望遇⾒祂，期待祂
的同在，經歷到祂的慈愛和憐憫，在禱告和敬拜中，破碎的⼼靈得到醫治，在祂無
⽌境的愛中使我們得⾃由，可以 ⽤⼼靈和誠實來敬拜尋求祂。 

 

繼續宣教委員會未來特別關注本⼟佈道的⼯作禱告：祈願聖靈激勵教會，在這亂世中
更加看⾒主耶穌的⼤使命的迫切性，並感謝祂使⽤我們成為傳揚福⾳的器⽫。祈求主
幫助我們即使遭到抵擋，我們熱愛失喪靈魂的⼼仍然歡歡喜喜，因為知道福⾳本是神
的⼤能，要救⼀切相信的⼈，也深信會發⽣許多奇妙的事，證實我們所傳的道，把榮
耀歸給為我⾏⼤事的神。 
 

為動亂的世代守望：在疫情漸緩和之下，我們慶幸⽣活漸漸回歸正常。但是疫情的打
擊和影響仍然重⼤，很多⼈都會感受到不便、困擾、憂傷、恐懼、甚⾄苦難，故此，
我們需要仔細反思，透過這個疫情，祈求主幫助我們明⽩祂的旨意：是警告國與國之
間要停⽌紛爭嗎？是現今的世代太邪惡嗎？是我們沒有盡責保管這個地球嗎？祈願我
們聆聽到祂的微聲，並教導我們在這亂世中要「謹慎⾏事，不要像無知的⼈，要像智
慧的⼈....不要作糊塗⼈，要明⽩主的旨意如何。(以弗所書 5:15-17) 
 

實體崇拜 vs  網上崇拜：祈願主保守信徒的⼼懷意念，不會因經歷⻑時間在家透過網
上視像崇拜成為習慣，有意無意地與教會疏離，⽽是「彼此相顧，激發愛⼼，勉勵⾏
善。你們不可停⽌聚會。」 (希伯來書 10：23 –25)。祈求主激發基督徒的意願，拒絕
任何藉⼝，堅持參與實體的教會聚會，與其他肢體在主愛中團結共融，彼此服侍，互
相守望，扶助有需要的⼈，分享我們所有的，讓我們在⽣活中能彰顯基督的愛，使未
聽聞福⾳的⼈認識耶穌，靠著主賜給教會的智慧及⼒量，共同建⽴健康的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