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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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第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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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在聖殿中 司琴 
宣召經⽂：以賽亞書 25:1；詩篇 86:8-9 宋⻑傑執事 

頌揚：榮耀祢聖名（Donna Adkins） 

禱告 /主禱⽂ 
 

會眾 
宋⻑傑執事 

以揚聲讚美 
    來敬拜神 

1）恩典之路（ 讃美之泉 14） 

2）痛哉！主⾎傾流（世紀頌讚 181） 

敬拜隊 / 會眾 

 

以聆聽信息 
    來敬拜神 

讀經：以弗所書 1:4-8 周朝英姐妹 
講道：蒙揀選，得名分 邱國煌牧師 
回應：奇異恩典（世紀頌讚 299） 
 

會眾 

以施洗儀式 
   來敬拜神 

信仰宣告 受洗者 
洗禮儀式 邱國煌牧師 
 

以熱愛教會 
    來敬拜神 

家事分享 宋⻑傑執事 
歡迎新會員，派發會員卡 朱德望執事 

（執事會主席） 分發洗禮證書 / 禮物 

以⼗⼀納捐及奉獻來敬拜神 會眾 
代禱 / 奉獻禱告 宋⻑傑執事 
 

以領受祝福 
   來敬拜神 

獻詩：當祢祈求在樹下 
主餐 
祝禱 / 阿⾨頌 
默禱散會 

詩班 
會眾 / 牧師 
會眾 /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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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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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禱告會：2022-08-04（Zoom） 
實體禱告會：2022-08-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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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禮：凱登園華語堂歡喜⾒證今早蔣⽟蘭姊妹，劉美梓姊妹及濤漠弟兄受
洗歸⼊主的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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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語⾔堂
各選出五位，凱登園華語堂提名委辦會已經提名兩位分配的名額。執事是教
會的法定董事，會與教牧團隊⼀起統籌各語⾔堂的聖⼯，在福⾳上為主努⼒，
在教會中作僕⼈；會眾照主的教訓要尊重他們，常為他們禱告，使他們在我
們中間的服事與教會有益處，得蒙天⽗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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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堂學習和期中試及期末考（筆試和⼝試）將從 10/7 開始⾄ 9/10。此外，
學員須完成⼗次實習探訪。在這漫⻑的培訓過程中，請在禱告中記念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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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堂迦勒團契：將於 8 ⽉ 6 ⽇（週六）10am 在正堂舉⾏聚會，由陳鄭鳯儀⼼理輔
導師主講「抑鬰症和抑鬰情緒的處理」。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聖經信息查經班國語及粵語班：將於 8⽉ 8 ⽇開始查考六⼩先知書。學員每天⾃⾏查
經做作業，每周⼀上午 10:30 在「⻄雪」教會禮堂，分組交流，並由鄧英善牧師透過
媒體講解。欲知詳情及查詢，請與張開運執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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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743.90 $ 20,970.00 
 

總數   $   19708.10 
 

不敷   $  -11887.90 
宣教基⾦ $        1,982.10 $    4280.00 

裝修⼯程 $        1,98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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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度之宣教差傳預算定為 $222,537，⽤來資助
本堂在國內及國外的宣教⼠。若是你有感動參與「2022-2023 年的宣
教差傳信⼼認獻」，成為他們後勤的宣教伙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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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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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說：「若有⼈要跟從我，就當捨⼰，背起⾃⼰的⼗
字架來跟從我。」（可 8:34）耶穌要求每⼀個相信祂的
要跟隨祂，並且願意為此⽽付上代價。 
信主就是跟從主，得永⽣是跟隨主的結果。 
我們絕對不能只選擇信主⽽不願意跟從祂。 
聖經強調⼈唯獨靠信⼼得救。 
信⼼，不僅是在理性上接受⼀個事實⽽已， 
⽽是指⼀種⽣命主權的移交，就是「跟隨主」。 
因此，⼀個只是⼝稱相信耶穌，或許也接受過洗禮的， 
若拒絕將⽣命主權交給主，他算是基督徒嗎？ 
基督徒，就是委⾝基督，順服祂、事奉祂、榮耀祂， 
跟隨祂，將命獻給祂來管理的⼈。 

只是⼝裡說信耶穌，卻不願意
跟隨耶穌，能⾛到天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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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受洗歸⼊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加 3:27） 
 

洗禮乃是信靠基督之⼈所做的公開信仰宣告，表明⾃⼰已藉聖靈獲得
重⽣並進⼊新⽣命，便透過這個儀式，公開表⽰與基督和教會聯為⼀體。 
 

• 祈願主藉著洗禮，堅定受洗歸⼊主名下的基督徒，時刻在我們的⽣活中向⼈作出強⽽
有⼒的宣告：基督戰勝了死亡、地獄和墳墓，表明⾃⼰對基督救贖⼤⼯的信⼼；祈求
主也幫助我們，持續不斷地將⾃⼰獻給愛我們並為我們捨命的上帝。 

 

• 祈求主引領今⽇受洗的三位肢體，⽇⽇與主同⾏，藉聖靈的內住幫助他們更深認識基
督，並且委⾝教會作主⾨徒，活出豐盛的⽣命，為主作⾒證，並靠主剛強壯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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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準備前往台灣的宣教⼠晶晶禱告： 
• 為晶晶願回應神的呼召，投⼊宣教向神獻上感恩，求主保守她未來不管⾯

對何種困難，都有堅⽴的信⼼來⾯對，並使他在其中經歷神的⼤能； 
• 宣教⼠需要⾃籌經費，求主為她打開管道，能如期籌募所需要的款項； 
• 申請台灣⼊境的⼿續複雜，祈求主開通達的道路，在預訂的時間內順利取得簽證。 
 

為經濟困境禱告：財⻑查爾莫斯（Jim Chalmers）在議會中警告，澳洲將⾯臨⼆⼗年來
最糟糕的通貨膨脹數據，並呼籲⽼百姓要為形勢嚴峻的時代做好準備。祈求主保守我們

在經濟沖擊下，讓我們的眼⺫不看環境，⽽是在掌管萬有的主裡⾯平靜安穩，不害怕，
不憂慮，並相信祂必按使我們⼀切所需要的都充⾜。 

 2022-07-31（主餐，洗禮） 2022-08-07 

主席 宋⻑傑執事 何素娥姊妹 
宣召經⽂ 以賽亞書 25:1；詩篇 86:8-9 詩篇 113:1-4 

講員 邱國煌牧師 趙雪雲傳道 
講題 蒙揀選，得名分 以後必定發⽣的事 

講道經⽂ 以弗所書 1:4-7 啟⽰錄 21:1-8 
讀經 周朝英姐妹 陳華豐弟兄 

 
敬拜隊 

林珠姊妹 
⺩靈馨姐妹、竺保羅弟兄 

吳莉莉姊妹 
鄭綺華姊妹、洪光璞姐妹 

頌揚詩歌 榮耀祢聖名（Donna Adkins） 榮耀歸於真神 （世紀頌讃 59） 
 

詩歌 
恩典之路（ 讃美之泉 14） 

痛哉！主⾎傾流（世紀頌讚 181） 
樂哉，救主為⺩ （世頌 218） 

將天敞開 （讃美之泉 17） 
回應詩歌 奇異恩典（世紀頌讚 299） 新耶路撒冷 （讃美之泉 17） 

鋼琴 張雅妙姊妹 張雅妙姊妹 
電⼦琴 洪仁仁姊妹 洪仁仁姊妹 

錄影⾳響 張開運執事 張開運執事，胡慶傑弟兄 
電腦 李濠延弟兄 濤漠弟兄、李濠延弟兄 

兒童事⼯ 陳萍姐妹 馮穗豐姊妹 
茶點愛宴 感恩午餐 Clemton Park ⼩組 
迎新招待 林紋劍弟兄、陳慕溪姐妹 陳明法弟兄、曾秀恩姐妹 
清潔衛⽣ 曾秀恩姐妹、陳麗貞姊妹 伍結珠姊妹、⿈鳳儀姊妹 
數點獻⾦ 張開運執事、陳開明弟兄 葉紹芬弟兄、冼鳳珍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