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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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 17 ⽇  （第 29 週）主⽇崇拜 
 

以等候頌揚 
     來敬拜神 

倒數計時、序樂默禱、溫馨提醒 司琴 
主在聖殿中 
宣召經⽂：詩篇 145:17-21 

司琴 
林紋劍弟兄 

頌揚：主我愛祢+向主歡呼（世紀頌讚 18，93） 

禱告 /主禱⽂ 
 
 

會眾 
林紋劍弟兄 

以揚聲讚美 
    來敬拜神 

1）深觸我⼼（ 讃美之泉 9） 

2）寶貴⼗架（ 讃美之泉 11） 

敬拜隊 / 會眾 

 
 

以熱愛教會 
    來敬拜神 

家事分享 林紋劍弟兄 
以⼗⼀納捐及奉獻來敬拜神 會眾 
代禱 / 奉獻禱告 
 
 

林紋劍弟兄 

以聆聽信息 
    來敬拜神 

讀經：彼得前書 2:21-25 林福弟兄 
講道：亂世的信⼼系列 10  效法的榜樣 邱國煌牧師 
回應：主，我願像祢（世紀頌讚 340） 
 
 

會眾 
 

以領受祝福 
   來敬拜神 

祝禱 
願主賜福看顧你（世紀頌讚 561） 
默禱散會 

會眾 
會眾 
會眾 

 

留步茶敘，彼此團契，聚會結束，使命開始 
 
 
 



防疫措施：雖然紐省政府放寬疫情的限制，為了整體的安全起⾒， 
請凡參加實體活動的弟兄姊妹，留意以下的溫馨提醒： 
1、進⼊教堂時不再需要掃描⼆維碼，但請依然佩戴⼝罩；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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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禮堂沒有⼈數限制，但⿎勵保持社交距離（隔⼀張椅的座位）； 
4、可以在室外提供茶點及愛宴（服事者需要佩戴⼝罩）； 
5、保持個⼈的衛⽣，⽤消毒液或清⽔勤洗⼿； 

 

歡迎：舊友新知前來參加實體崇拜。如果您在尋找固定的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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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禱告會：2022-07-17（今天下午 12:30 在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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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通告：凱登園華語堂將在 7 ⽉ 31 ⽇（主⽇早上 10:00）主⽇崇拜中，為蔣⽟蘭
姊妹，劉美梓姊妹及濤漠弟兄舉⾏洗禮儀式。請弟兄姊妹在觀禮時，⾒證主恩，⿎勵
他們⼀⽣跟隨基督，過討神喜悦的⽣活，也在禱告中記念他們在未來的信仰旅程中，
⾛在神的旨意中，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叫榮耀稱讚歸與神。 
 

執事會通告：教會謹定於 8 ⽉ 7 ⽇ 2:00PM 在  Strathfield 正堂為 陳偉中傳道舉⾏「按
⽴牧師」典禮。此乃表明對陳偉中傳道在聖道和聖禮的職事上的肯定、接受和認證。 
整個「按⽴牧師」過程亦包括有按牧委員會的⾯試，審核和推薦。歡迎⼀同參加這特
别聚會，共證主恩，並表⽰我們對陳偉中傳道在這牧職事⼯上的確認與⽀持。 
 

執事會通告：週年會員⼤會將在在 2022 年 9 ⽉ 25 ⽇的選出新屆的執事。在此⿎勵會
員考慮參選擔任執事或提名合宜的會員來承擔此服事主的神聖職份。執事
也是教會的法定董事，會與教牧團隊⼀起統籌各語⾔堂的聖⼯。每個語⾔
堂會最多選出五名執事。欲知詳情，請與個別執事提名委員會成員（林寶
順弟兄及陳開明弟兄）或現任執事（張開運執事及宋⻑傑執事）聯繫。執
事提名截⽌⽇期為 8 ⽉ 5 ⽇（星期五）。 

 

三福培訓：本課程旨在裝備信徒能夠訓練其他信徒成為得⼈漁夫，使教會具備「建⽴
友誼」、「領⼈歸主」和「訓練⾨徒」的「健康增⻑」基本元素。 

7 ⽉ 10 ⽇⾄ 10 ⽉ 9 ⽇：⼗⼆課堂學習和期中試及期末考（筆試和⼝試） 
此外，學員必須完成⼗次實習探訪。 
在這漫⻑的培訓過程中，祈願⼤家在禱告中記念師⽣， 
在培訓中享受到教學相⻑的喜樂，受訓者經歷到領⼈歸主的歡悅。 

 

教會⼩組：不要單飛！請與組⻑聯繫並參與，建⽴相互扶持，⼀起學習及
查考「⼀步⼀步學申命記」，彼此成⻑的屬靈關係。有關詳情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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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福夫婦（0405171777）或邱牧師（0420335655）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 

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 

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瑪拉基書 3:10） 
 
 

財政報告 上週奉獻 每週預算                           $ 31,596.00 

經常費 +感恩 $      17,484.81 $ 20,970.00 
 

總數   $   40189.91 
 

盈餘   $    8593.91 
宣教基⾦ $        7,135.10 $    4280.00 

裝修⼯程 $      15,570.00  $    63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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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將從⼋⽉份開始恢復傳奉獻袋，請⼤家預備⼼以奉獻來參與敬拜神的環節。 
 

2）善⽤便利的銀⾏⾃動轉帳，有關帳號如下 

 
 
 
 
 
 

 

宣教信⼼認獻：感謝神，感動弟兄姊妹為宣教差傳作奉
獻⽀持。在 2022 年度， 我們收到宣 教 信 ⼼認獻 
$262,014.53，超出了去年的預算 $237,057.83。感謝神
藉著弟兄姊妹慷慨的奉獻，去年的信⼼認獻正好為新的
2023 年度作⼀個很好的開始。2023 年度之宣教差傳預算
定為 $222,537，現收到了 41 份信⼼認獻表，總額為 $60,940。 

祈求神感動⼤家繼續來參與「2022-2023 年的宣教差傳信⼼認獻」，
資助我們所差派的本⼟及海外宣教⼠。請索取⼀份信⼼認獻表，填寫
後放在奉獻箱內。或者掃描⼆維碼，登錄填寫後，交上電⼦信⼼認獻
表。請按著神的帶領，按時兌現個⼈在神⾯前的承諾，⼀起履⾏神給
我們的宣教⼤使命。 

 
 

 
 
 
 
 
 
 

 
 
 

耶穌基督受苦的主因是因為祂對「罪⼈」的愛， 
祂不願意有⼀⼈沉淪，乃願意⼈⼈都得到永⽣。 
可是「按著定命，⼈⼈都有⼀死，死後且有審判。」
（希 9:27），那麼，世⼈如何免去死後的審判呢？ 
於是，神賜下了「救恩的⽅法」，就是使義的耶穌基督
代替了不義的⼈（彼前 2:24-25），為⼈的罪受刑罰，
也使相信祂的⼈，從此免了地獄的審判。 
若是有⼈⾃願代替⼀個該死的⼈，後者⼀定感激不盡。 
那麼，世⼈如何看待耶穌基督的受刑罰呢？ 
世⼈⾮但沒有感激祂的犧牲，反之認為祂是罪有應得。
當耶穌被不法受審時，眾⼈喊叫「釘祂⼗字架！」 
沒⼈說⼀句公道話：「感謝主為我的罪受害！」 
 
因此，耶穌所承受不但是⾁體的痛苦，也是⼼靈裡的苦
難！ 

耶穌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我們卻以為祂受責罰， 

是被神擊打苦待！ 
作者：Andrew Chai（真理蔡園） 



凱登園華語堂主⽇崇拜事⼯輪值表 
 
 

 

在主前舉起聖潔的⼿ 禱告 
耶穌回答說：⾺⼤！⾺⼤！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件；⾺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奪去的。（路加福⾳ 10:41-41） 

 

• 祈求主幫助我們在⽣活中，不要像⾺⼤因「事情繁多，⼼裏忙亂」⽽使我們整個⼈
的⼼思意念混亂，⽽是學習⾺利亞，暫時放下⼿邊正在進⾏的⼯作，渴望親近主，
在主的腳前坐著，默默無聲、專注聆聽主的道，把主的道埋藏在⼼裡； 

 

• 祈求主保守我們在步伐快速的⽣活節奏中，學習⾺利亞的榜樣，選擇與主耶穌建⽴
美好關係為優先，好像斷過奶的孩⼦，回歸神的懷抱，⽤⼼靈來觸碰神的話語，享
受主的臨在，叫我們在忙亂中奔波時得著屬天的⼒量來⾯對順逆⼈⽣。 

 
 

為宣教⼠禱告：台灣東港事⼯ - Aaron & Amy 與 Zoe, Felicity, Jonathan & Mitchell 
感謝神：1）他們在台灣 九年忠⼼的服事； 
                2）孩⼦們在當地接受優質的教育，學校⽼師也悉⼼照顧他們。 
祈求神：1）賜給他們智慧來訓練初信者，得以在⽣活中實踐及活出信仰的真諦； 
                2）幫助當地信徒，無論教育程度如何，都能信靠神過得勝及豐盛的⽣命； 
                3）使他們所接觸服事的對象，都能經歷到聖靈的更新及轉化的⼯作。 

 2022-07-17 （實體禱告會） 2022-07-24 

主席 林紋劍弟兄 李林栩弟兄 
宣召經⽂ 詩篇 145:17-21 詩篇 86:9，25:5，27:14，86:12 

講員 邱國煌牧師 Andrew Bardsley / 林寶順弟兄翻譯 
講題 亂世的信⼼系列 10  

 效法的榜樣 
Rest: Where do I find rest in a crazy-busy world? 

在紊亂中的世代得安息 
講道經⽂ 彼得前書 2:21-25 ⾺太福⾳ 11:25-30 

讀經 林福弟兄 馮穗豐姊妹 
 

敬拜隊 
李⾦旻弟兄、陳萍姊妹 

唐健靈姐妹、成鶯歌姐妹 
吳莉莉姊妹 

鄭綺華姊妹、許瑛露姐妹 

頌揚詩歌 主我愛祢 +向主歡呼 
（世紀頌讚 18，93 

讃美全能神 
（世紀頌讚 89） 

 
詩歌 

深觸我⼼（ 讃美之泉 9） 
寶貴⼗架（ 讃美之泉 11） 

安靜 (Reuben Morgan) 
上帝的兒⼥何等有福（世紀頌讚 367） 

回應詩歌 主，我願像祢（世紀頌讚 340） 主慈聲呼喚（世紀頌讚 273） 
鋼琴 洪光瑩姊妹 洪光瑩姊妹 

電⼦琴 張雅妙姊妹 張雅妙姊妹 
錄影⾳響 張開運執事，李濠延弟兄 張開運執事、胡慶傑弟兄 

電腦 濤漠弟兄 李濠延弟兄 
兒童事⼯ 馮穗豐姊妹 趙雪雲姐妹 
茶點愛宴 Concord ⼩組 Hurstville ⼩組 
迎新招待 陳明法弟兄、曾秀恩姐妹 林紋劍弟兄、陳慕溪姐妹 
清潔衛⽣ 伍結珠姊妹、⿈鳳儀姊妹 李⾦旻弟兄、林福弟兄 
數點獻⾦ 張開運執事、陳開明弟兄 張開運執事、陳開明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