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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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第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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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34:3-4 

司琴 
宋⻑傑執事 

頌揚：當樂意事奉主（世紀頌讃 396） 
禱告 /主禱⽂ 
 

會眾 
宋⻑傑執事 

以揚聲讚美 
    來敬拜神 

1）上主被尊崇 （世紀頌讃 312） 

2）我願觸動祢⼼弦 （讃美之泉 7） 

敬拜隊 / 會眾 

 

以聆聽信息 
    來敬拜神 

啟應經⽂：善⽤⾦錢 許瑛璐姊妹 
講道：管家職分 2：⾦錢的好管家 邱國煌牧師 
回應：獻⼰於主（世紀頌讃 354） 
 

會眾 
 

以熱愛教會 
    來敬拜神 

1）⼗⼀納捐及奉獻 
2）裝修⼯程特別奉獻（每雙⽉份第四週） 

會眾 
會眾 

代禱 / 奉獻禱告 宋⻑傑執事 
歡迎與家事分享 宋⻑傑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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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28（今天下午 12:30 在教會） 
網上禱告會：2022-09-08（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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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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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你尚未加⼊，請與組⻑聯繫，與其他肢體建⽴相互扶
持，學習及查考「⼀步⼀步學申命記」，彼此成⻑的屬靈關係。 
有關詳情請聯絡各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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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屬靈的⽣命旅程中有⿑⾛的夥伴，請不要單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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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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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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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731.13 $ 19,842.00 
 

總數    $ 20472.08 
 

不敷     -11123.92 
宣教基⾦ $        3,712.10 $    4698.00 

裝修⼯程 $        1,028.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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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說：「⼀個家僕不能服事兩個主⼈；他若不是恨這個愛那個，就是忠於這個輕視那
個。你們不能服事神，⼜服事⾦錢。」（路 16:13）服事⼀個⼈就是把對⽅當作主⼈，服
事錢財是把⾦錢當作主⼈，就會為了錢財願付出代價，最終為⾦錢⽽活，作⾦錢的奴僕。
反之，我們要事奉神，作神的奴僕，讓神來主宰我們⽤錢的決定。宣教⼠戴德⽣出⾃⼩康
的家庭，當他確定神的呼召後，就毫不猶豫地前往中國。神使⽤他開始中國內地會，籌款
⽀持無數的傳教⼠。他說：「假如我有千磅英⾦，中國可以全數⽀取；假如我有千條⽣
命，決不留下⼀條不給中國。」當年若是他讓錢來作主，怎能產⽣巨⼤的宣教影響⼒呢？ 
我們所擁有的錢財都是屬於神的，我們只是管家。 
神要我們忠⼼管財，按照祂的吩咐，固定及誠實地將⼗⼀納捐放⼊神的家中。 
主耶穌說：「在最⼩的事上忠⼼的，在⼤事上也忠⼼；在最⼩的事上不義的，在⼤事上也
不義。」（路 16:10）神暫時把⾦錢託付給我們管理，我們理當照主的⼼意來經營。如果
在地上管理錢財上不忠，只是隨⾃⼰墮落的意念任意使⽤，隨便揮霍，神⼜怎能把更⼤更
多的屬靈產業，託付給我們呢？如果我們連錢都不願意奉獻，⼜怎麼會獻上⾃⼰呢？ 

讓⾦錢成為你的神， 
它將像魔⻤般折騰你。 
 (英國⼩說家 Henry Fie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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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就是離棄我這活⽔的泉源， 
為⾃⼰鑿出池⼦，是破裂不能存⽔的池⼦。」 （ 耶利⽶書 2:13） 
 
 

• 祈求主提醒我們不可離棄祂這個取之不盡，⽤之不竭的「活⽔的泉源」（耶和華是
主），更不可為⾃⼰鑿破裂不能存⽔的「池⼦」（世俗的偶像）； 

• 祈求主保守我們的⼼，不要落⼊以事業的成就、⾦錢的累積為⽣命追求與滿⾜的試
探，無形中把它們變成⾃⼰所鑿的池⼦；求主幫助我們降服於主，存敬畏祂的⼼，
讓祂來引導我們的⼀⽣，不會偏離主的旨意。 

 

為教會的肢體禱告：英國神學家約翰．衛斯理說：「盡⼒賺錢、盡⼒省錢、盡⼒奉
獻！」祈求萬福源頭的主幫助我們在深受疫情影響的世代，靠著主的⼒量殷勤⼯作，
藉著祂的智慧善於管理錢財，不作⾦錢的奴僕，也不再被數字所壓迫，⽽是⽤數算恩
典的⼼，在我們的⼯作崗位上，為主作⾒證，成為⼀⼝湧流出祝福的泉源。 
 

內⻄區⾼中聖經教學：統籌--凱蒂斯⾦格（Katie Stringer） 
• 感謝主讓她再次扮演協調聖經教學的⾓⾊；祈求神繼續藉著她事奉的熱誠和恩賜，

加添給她屬天的⼒量，能夠有效地展開事⼯，使更多學⽣得到祝福。  
• 除了現有在  Concord 的⼩組外，感謝主 ， 聖 經 教學在  Strathfield Girls 和 
Homebush Boys 也定期新開了每週舉⾏的午餐⼩組；祈求主興起擁護聖經教學的
⽼師及家⻑，同時感動基督徒學⽣不但積極參與，也帶領他們的朋友前來參加。 

 2022-08-28（實體禱告會） 2022-09-04 （⽗親節） 

主席 宋⻑傑執事 李⾦旻弟兄 
宣召經⽂ 詩篇 27:4，34:3-4 歷代志上 29:10-13 

講員 邱國煌牧師 陳偉賢弟兄 
講題 管家系列 2 ⾦錢的好管家 為⼈之⽗ 

講道經⽂ 啟應經⽂：善⽤⾦錢 以弗所書 5:22-29；6:1-4 
讀經 許瑛璐姊妹 濤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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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光璞姐妹 

頌揚詩歌 當樂意事奉主（世紀頌讃 396） 這是天⽗世界（世紀頌讚 39） 
 

詩歌 上主被尊崇 （世紀頌讃 312） 
我願觸動祢⼼弦 （讃美之泉 7） 

從亙古到永遠（⽣命河） 
阿爸天⽗（讚美之泉） 

回應詩歌 獻⼰於主（世紀頌讃 354） 願我家基督化（世紀頌讚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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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濤漠弟兄，林欣姊妹 張開運執事，林紋劍弟兄 

電腦 李濠延弟兄 邱國煌牧師 
兒童事⼯ 陳萍姐妹 馮穗豐姊妹 
茶點愛宴 Summer Hill ⼩組 何素娥姐妹感恩午餐 
迎新招待 林紋劍弟兄、陳慕溪姐妹 譚路加弟兄、伍結珠姊妹 
清潔衛⽣ 周朝英姐妹、郭珠妹姐妹 周朝英姐妹、郭珠妹姐妹 
數點獻⾦ 宋⻑傑執事、林得光弟兄 陳開明弟兄、葉紹芬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