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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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 21 ⽇  （第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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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5 

司琴 
李林栩弟兄 

頌揚：主為保障（世紀頌讃 15） 
禱告 /主禱⽂ 
 

會眾 
李林栩弟兄 
 

以揚聲讚美 
    來敬拜神 

1）榮耀的呼召（讃美之泉 20） 

2）依靠（讃美之泉 14） 

敬拜隊 / 會眾 

 

以熱愛教會 
    來敬拜神 

家事分享 李林栩弟兄 
收⼗⼀納捐及奉獻 會眾 
代禱 / 奉獻禱告 
 

李林栩弟兄 
 

以聆聽信息 
    來敬拜神 

讀經：希伯來書 2:10-13 許瑛璐姊妹 
講道：We are a Family 我們是⼀家⼈ 鮑默耕傳道 

俞鳳嬌姊妹翻譯 
回應：上帝的兒⼥何等有福（世頌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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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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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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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禱告會： 2022-08-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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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報告：英語堂莫穎傳道，基於個⼈因素，也經過反思和禱告，已知會執事會他
不會續約的決定。教會肯定他忠⼼及良善的事奉，智慧及有效的服事，對他的意願只
能難捨地接納。他與配偶談凱盈姊妹將繼續留在本會聚會。 
 

⻘年牧者詹紹益傳道在重新評估個⼈的事奉和⼯作的新⽅向後，也選擇不再續約。詹
傳道在建⽴⻘年⼈的福⾳根基、培訓未來事⼯的接班⼈及傳講神的話上都有卓越的表
現。感謝主，我們有機會與詹紹益傳道⼀起同⼯，也有機會認識他的妻⼦凱特和⼥兒
漢娜，在主裡建⽴關係，有美好的團契。 
 

兩位牧者都與教會保持著良好的關係，讓我們為他們在本會的服事獻上感謝，在禱告
中記念他們以後的事奉旅程。聘牧的過程已經開展，祈願神為我們預備適合的牧者。
如果你認識任何潛在的候選⼈，請聯繫教會任何⼀位執事。 
 

執事會通告：謹訂於 2022 年 9 ⽉ 25 ⽇（主⽇）下午 12:30假⻄雪梨華⼈基督教會舉
⾏週年會員⼤會。其中⼀個重要議程是選出新屆執事。其他議程、年度報告
及執事候選⼈介紹將在 9⽉ 4 ⽇分發給會員。懇請會員預留時間參加，共商
教會的聖⼯，並為新屆執事禱告，祈求主保守他們被聖靈充滿，依靠聖靈的
能⼒來承擔此⽣命的事奉，使教會聖⼯得恩寵，主的名得榮耀。 

 

教會⼩組：不要單飛！請與組⻑聯繫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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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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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 
各⼈要隨本⼼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 
因為捐得樂意的⼈是神所喜愛的。 
（哥林多後書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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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費 +感恩 $      19,212.76 $ 19,842.00 
 

總數    $ 31408.16 
 

不敷   $    -187.84 
宣教基⾦ $      10,269.10 $    4698.00 

裝修⼯程 $        1,926.30  $    6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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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銀⾏⾃動轉帳，有關帳號如下 
 

 

 

建堂基⾦奉獻：按照往例，教會將在每雙
⽉份的第四週（8 ⽉ 28 ⽇），為建堂基
⾦收取特別奉獻。這是我們事奉神的表達
⽅式之⼀，請弟兄姊妹按著聖靈的感動，
個⼈的能⼒，為教會的需要奉獻。 
 
 
 
 
 

 
 
 
 
 
 
 
 
 

 
 
 

⼈活著的其中⼀個⺫的就是追求更深層的⽣存意
義，藉著⾃⾝的貢獻，我們可以經歷到有滿⾜感的
⽣活。無數⼈在年邁時依然投⼊⼯作，不想無所事
事地度⽇，就是要證明⾃⼰存在的價值。 
信徒可按個⼈的恩賜，在教會不同的崗位中發揮不
同的功能，這不是要使⼈刷存在感，消磨時間或應
付需要，⽽是要我們在服事⼈事奉神中，體會到永
恆的價值感！ 
很多教會都存在兩種狀況：（1）神賜給教會⾜夠的
⼈才來完成神對該教會的計劃；（2）這些⼈才⼤部
分只是週末來參加聚會（有些甚⾄不聚會），沒有
參與任何的事奉。 
教會樂意幫助你找到（1）服事的崗位，讓你經歷貢
獻的價值，關鍵在於你是否願意改變（2）的狀況？ 
 

我們若是樂意冒險嘗試， 
就會發現，原來在信仰⽣活中， 
有很多精彩動⼈的經歷。 
可惜很多信徒寧可站在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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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給我們開傳道的⾨，能以講基督的奧秘， 
叫我按著所該說的話，將這奧秘發明出來。」 （ 歌羅⻄書 4:3-4） 
 

 

最恩慈的主啊，我將整個的⾃⼰獻給祢。求祢接納，在祢說不盡的憐憫之⼿裡。我的
⾝⼼意念與⾔⾏，都在祢保守之中；在⼀切的事上祢必引導與管理我。我就逃離所有
犯罪的事情，常常依附於祢，靠近祢的誡命。無論⽣死或其他任何災害臨到我，仍不
會使我與祢隔絕。 
 

為教會的肢體禱告：感謝主賜給我們各⼈都有不同的恩賜讓，有從祂⽽來的才華與能
⼒；祈求主賜下謙卑的⼼，讓我們不要看⾃⼰過於所當看的，能夠照著神所分給各⼈
信⼼的⼤⼩，看得合乎中道，也願意順服於基督，與教會的其他肢體連結於基督，彼
此互相聯絡，彼此相愛，彼此幫補，各⼈看別⼈⽐⾃⼰強，在信⼼上彼此⿎勵，成為
基督合⼀的⾝體，榮耀主耶穌的教會。 
 

僑⺠回歸事⼯ (DRM)：劉漢雲宣教⼠夫婦（Peter 和 Kathryn Lau）  
感謝主，他們服事的機構海外宣教使團（OMF）增加不少候選⼈，準備進⼊宣教⼯場； 
感謝主，Peter 的網上教學，給⾺來⻄亞的學員帶來極⼤的幫助； 

 2022-08-21（實體禱告會） 2022-08-28 

主席 李林栩弟兄 宋⻑傑執事 
宣召經⽂ 詩篇 100:1-5 詩篇 27:4，34:3-4 

講員 鮑默耕 Morgan Powell 傳道 
俞鳳嬌姊妹翻譯 

邱國煌牧師 

講題 
 

We are a Family 我們是⼀家⼈ 管家系列 2 ⾦錢的好管家 
講道經⽂ 希伯來書 2:10-13 啟應經⽂：善⽤⾦錢 

讀經 許瑛璐姊妹 謝佳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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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瑛璐姐妹 

頌揚詩歌 主為保障（世紀頌讃 15） 萬有屬祢（世紀頌讃 356） 
 

詩歌 榮耀的呼召（讃美之泉 20） 
依靠（讃美之泉 14） 

上主被尊崇 （世紀頌讃 312） 
我願觸動祢⼼弦 （讃美之泉 7） 

回應詩歌 上帝的兒⼥何等有福（世紀頌讚 367） 當樂意事奉主（世紀頌讃 396） 
鋼琴 洪光瑩姊妹 張雅妙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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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 濤漠弟兄 胡慶傑弟兄 
兒童事⼯ 林欣姊妹 陳萍姐妹 
茶點愛宴 唐健靈姐妹感恩午餐 Summer Hill ⼩組 
迎新招待 林紋劍弟兄、陳慕溪姐妹 林紋劍弟兄、陳慕溪姐妹 
清潔衛⽣ 曾秀恩姐妹、陳麗貞姊妹 周朝英姐妹、郭珠妹姐妹 
數點獻⾦ 宋⻑傑執事、林得光弟兄 宋⻑傑執事、林得光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