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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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09 ⽇  （第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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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琴 
宣召經⽂：詩篇 148:1；11-13 宋⻑傑執事 

頌揚：歌頌讃美主（世紀頌讚 7） 會眾 

禱告 /主禱⽂ 宋⻑傑執事 
  

以揚聲讚美 
    來敬拜神 

1）順服 （讃美 19） 

2）榮耀祢聖名 （世紀頌讚 262） 
 

敬拜隊 / 會眾 

以熱愛教會 
    來敬拜神 

2022-2024 執事就職典禮 牧師 / 執事 
歡迎與家事分享 宋⻑傑執事 
以奉獻來敬拜神：⼗⼀納捐及奉獻 會眾 
代禱 / 奉獻禱告 宋⻑傑執事 
  

以聆聽信息 
    來敬拜神 

讀經：彼得前書 3:1-7 ⺩靈馨姐妹 
講道：亂世的信⼼系列 11 基督化婚姻 邱國煌牧師 
回應：愛，我願意（讃美之泉 04） 會眾 
  

以領受祝福 
   來敬拜神 

以主餐來記念主 牧者 / 會眾 
祝禱 / 阿⾨頌 牧者 / 會眾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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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您在尋找固定教會成為您敬拜服事與成⻑地⽅，歡迎您加⼊。 
若您是慕道友，盼望這裡成為您可以歸屬的屬靈家庭。 
散會後請留步茶敘或午餐，彼此團契，相互連結。 
 

新屆執事：求主賜給他們屬天的智慧，謙卑地服事，有異象來帶領教會邁進。 
國語堂：陳永謙，張開運，何福祥，宋⻑傑，吳建強 
粵語堂：趙德豪，凌傑，薛永廉，鄧譚嘉慧 
英語堂：朱德望，Anna Lee，伍庭楓，⿈瀚榮 

 

按牧典禮：按照程序，執事會已啟動了按⽴ CP10 鮑默耕（Morgan Powell）傳
道牧職。根據教會章則及指引第 22.4.5 段，特此知會會員有關
按牧程序。如會員們有任何意⾒，請在今天前電郵「按牧評審
⼩組」主席羅勵鵬牧師 (frankielaw@optusnet.com.au) 。 
 

寶活嘉年華會（Burwood Festival） 
原訂在 10⽉ 9⽇於 Burwood公園舉⾏，由於天氣的關係已經正式取消。 
感謝教會⻘年團的協調推動，感謝弟兄姊妹的代禱及原來計劃的參與⾏動。 
 

「聖誕兒童禮盒」⾏動：請參與贈送聖誕禮盒給第三世界的貧困
孩童的愛⼼⾏動！祈願透過你貼⼼的禮物，成為⾨徒訓練課程，
讓傳道⼈能以當地的語⾔來教導孩童認識耶穌基督。請先購買聖
誕兒童禮盒，裝載合適的禮物 (請參閱傳單以了解有關禮物的說
明)， 並於 10⽉ 31⽇前交回禮盒。有關詳情請與陳開明與李林栩弟兄查詢。 
 

網上禱告會：2022-10-13（本週四晚上 8:00） 
實體禱告會：2022-10-23（主⽇下午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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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將有詳細的禱告指南，幫助你有信⼼地開⼝禱告。 
期待你⼀起來為肢體代求，為教會守望，為神國儆醒。 
 

「每⽇活⽔」：培育⾨徒深⼊了解神的話的靈修⽉刊，以內容觀察、
思考默想、決⼼與應⽤等四個歸納式導引題⺫，細讀全本聖經，更深
認識神的話。現接受 2023年 新訂續訂年費$140，⻘少年$160，英⽂
$100。請在 10/10 或之前向 Ella曾秀恩姊妹登記及付費。 



地上所有的，無論是地上的種⼦是樹上的果⼦， 
⼗分之⼀是耶和華的，是歸給耶和華為聖的。 
（利未記 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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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費 +感恩 $    23,169.67 $   20970.00 總數    $ 33,926.55 
 

盈餘    $   2330.55 
宣教基⾦ $      6,044.20 $     6346.00 

裝修⼯程 $      4,712.68  $     4280.00        
 

請弟兄姊妹按著上帝的感動，不作難不勉強地⽤不同的⽅式來奉獻； 
若使⽤銀⾏⾃動轉帳，有關帳號如下： 
 
 

 

 

 
 
 
 

 
 
 
 
 
 
 
 
 
 
 
 
 

 

「看著，看著，要多好有多好！被天⽗爸爸抱著作⼯呢！」 

「我喜歡放下主權，因為祂的計劃遠⾼過我們的計劃。」 

「沒有神⼀起，⼨步難做。」 

「好在有神承諾同加能⼒。」 
 

看了這幅發⼈深省的圖，你會說什麼呢？ 

不要以為做 
神國的⼯作 
是這樣..... 
 
 

作者：Andrew Chai（真理蔡園） 

其實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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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改變時候、⽇期，廢⺩，⽴⺩，將智慧賜與智慧⼈，將知識賜與聰明⼈。 
祂顯明深奧隱祕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與祂同居。（但以理書 2:21-22） 
 

祈願我們效法但以理，謙卑地尋求神的⼼意，神就將隱密的事向我們顯明，特別是當
我們在家庭、職場、教會中遇上不明⽩或需解決的狀況時，求主將智慧、知識、與能
⼒賞賜我們，將不明的狀況向我們顯明，並將解決的⽅法啟⽰我們。 
 
教會中有些 12 年級的⼦⼥即將參加⾼考：Beatrice Ku, Deborah Chew, Sarah Chu, 
Laryssa Latt, Christina Wu, James Choong, Zac Lin, Felix Lin, Leo Hou, Luke Bo, 
Yisha She, Ewin Chen and Ryan Lam。求主幫助他們成為時間的好管家，作好備考
的安排；強化他們⽣命中的韌性，能夠排除各種壓⼒；即便忙碌準備考試，依然堅持
個⼈親近主的時間，繼續參加教會的活動及崇拜，滋養⾃⼰屬靈的⽣命。 
 
為願意承擔使命的新屆執事獻上感恩，祈求主施恩給他們，聖靈賜給他們所需要的恩
賜，特別是真理、智慧、能⼒和溫柔忍耐的愛⼼，好使他們能夠忠於職守、愛主、熱
⼼、靈命更加⻑進，履⾏所領受的職分；求主保守他們在基督耶穌裡的真道上⼤有膽
量，常存清潔的良⼼，堅固不可搖動，⼒上加⼒，為主作⼯，並知道他們的勞苦，在
主裡⾯不是徒然的。 

 2022-10-09（主餐） 2022-10-16 
主席 宋⻑傑執事 林紋劍弟兄 

宣召經⽂ 詩篇 148:1；11-13 詩篇 113:1-4 
講員 邱國煌牧師 莫穎傳道，江曉燕姐妹翻譯 

 
講題 

亂世的信⼼系列 11 
基督化婚姻 

The Joy of Giving Thanks 
感恩的喜樂 

講道經⽂ 彼得前書 3:1-7 詩篇 100 
讀經 ⺩靈馨姐妹 許瑛璐姐妹 

 
敬拜隊 

林珠姊妹 
⺩靈馨姐妹、竺保羅弟兄 

李⾦旻弟兄 
許瑛璐姐妹、成鶯歌姐妹 

頌揚詩歌 歌頌讃美主 （世頌 7） 榮耀歸與最⾼神（世頌 551） 
 

詩歌 
順服 （讃美 19） 

榮耀祢聖名 （世頌 262） 
以感恩的⼼進祂的⾨ 

讓讃美飛揚 （讃美 01） 
回應詩歌 愛，我願意（讃美 04） 雲上太陽（讃美 06） 

鋼琴 張雅妙姊妹 洪光瑩姊妹 
電⼦琴 -- -- 

電腦⾳響 張開運執事，⿈鳳儀姊妹 張開運執事，濤漠弟兄 
兒童事⼯ 曾美倫姊妹 馮穗豐姊妹 
茶點愛宴 Concord ⼩組 Clemton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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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寧姊妹、林薇姊妹 伍結珠姊妹、郭濟清弟兄 
數點獻⾦ 張開運執事、冼鳳珍姊妹 張開運執事、冼鳳珍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