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1月 9日 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歡迎蒞臨   
                                               

粵語午堂主日崇拜 
 

崇拜程序 
 

宣召 31 - 7：九十六 詩篇  

讚美 〈祢是耶穌我的一切〉 

認罪安慰 約翰一書一：8 - 10 

〈是為了我罪〉 

奉獻 歷代志上二十九：9 

〈一生委身事奉神〉 

讀經 雅各書四：13 -17 

證道 「2022 年怎麼辦？」 

回應 〈憑祢意行〉 

歡迎報告  

祝福  
                   

每週金句 
 
「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事，或作那 

    事。」」     (雅各書 4:15)    
                                                                                                                                                                                                                           



家事報告： 

1. 本會鼓勵已受浸及經常參與聚會的弟兄姊妹加入本會成為會友，以此為屬靈的

家。會友申請表可向牧者或幹事索取並最遲於 31/1 或之前交回辦公室，以便在

二月底會友大會中通過。 

2. 教會祈禱會於 19/1（星期三）晚上 8:00 - 9:00在網上進行。請弟兄姊妹參與，

同心為教會及個人代禱。 

3. 教會於 12/1（星期三）晚上 8:00 - 9:00 在網上進行。多元文化事工祈禱會， 

歡迎所有有心參與及關心這事工的弟兄姊妹參加。 

4. 附上一月份宣教祈禱事項。(請參閱第 6 至 9 頁) 

5. 教會為 0-5 歲兒童新開設的 Mainly Music 英文兒童遊戲組，將於 2022 年 2

月 1 日起，逢週二上午 10:00 至中午 12 :00（學期期間）在本會展愛堂會址進

行。這項事工的主要服事對象是為本地社區的家庭，透過音樂及活動，與他們

接觸和建立聯繫。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聯繫方傳道或 (Stephanie Chan)。 

6. 教會已恢復實體聚會。所有聚會繼續會與網上直播同步進行。請弟兄姊妹仔細

閱讀以下指引： 

1) 根據最新 Marsden 中學指引，15/12 之後仍是只有完全接種疫苗的人才能

進入 Marsden 中學和使用學校設施。直至另行通知。 

2) 請參閱我們教會網站上的 COVID-19 安全指南。該指南適用於所有三個聚

會地點的聚會。（West Ryde Hall、Marsden High School 和 West Ryde 

Community Centre）。 

3) 請留意教會每週的家事報告和 Facebook，了解有關參加實體聚會的特定

指引。 

4) 請準備好在入場時出示你的 COVID-19 疫苗證書。 

5) 所有室內場所必須戴口罩。 

6) 只允許完全接種疫苗的會眾（成人和兒童）唱歌。 
 

7. 兒童主日學已恢復實體主日學課程，請家長留意以下指引：  

1. 請家長預早 15 分鐘到達 Marsden High School Hall （C11 崇拜地點）替  

    兒童登記。 

2.請家長幫兒童在每星期六晚上 5:00 前上網報名： https://cabc-wr-

c11.eventbrite.com.au。 

3. 如兒童感到不適，請避免參加聚會。 

https://cabc-wr-/
https://cabc-wr-/


8. 樂齡中心於 13/1（星期四）上午 10:00 至 11:30 以 Zoom 形式進行。是日主

題：“貴重地皮”。歡迎參加。參加者請電吳國華弟兄（0416 919 188）登記。 

9. 由於弟兄姊妹的個人資料在教會資料庫 (Elvanto) 裡久未更新，在接下來的幾

週內，你將收到一封由教會發出關於更新個人資料的電郵，請留意。資料目的

是讓牧者能更有效地去關心弟兄姊妹。所有資料將會保密，僅用於教會用途。 

10. Marsden中學搬遷事宜，因工程的關係，Marsden中學預計在明年第二學期才

能搬到 Meadowbank Education Precinct，搬遷時間有待確定。 

11. 莫基恩牧師於 16/1 - 26/1 放年假。 

12. 在此疫情下，弟兄姊妹奉獻可以透過以下任何一種方式： 

A：網上銀行轉賬 - 教會名稱：Chinese and Australian Baptist Church –   

      West Ryde（或 CABC-WR），銀行戶口號碼：Commonwealth Bank 

   （BSB:  062 161, A/C No: 1011 7632 ），請註明屬那一個堂及何種奉獻。 

    例 :  C11 - GNL（粵語早堂 - C915，粵語午堂 - C11，經常費 - GNL， 

    差傳 - MIS，慈惠基金 - BEN）。 
 

B：支票 - 支票抬頭 "Chinese and Australian Baptist Church – West Ryde"，  

      並在背後註明屬那一個堂及何種奉獻，然後寄回教會便可。教會地址：  

1 Reserve Street，West Ryde，NSW 2114。 
 

C：在家中預備一個容器，把每週奉獻放入容器，待可回教會聚會後，一併  

把奉獻帶來放入奉獻袋內。 

 

外界消息： 

▪ 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舉辦的「金齡信徒培育課程」 - 「邁向絢麗人生」單元三

（與神同行）及單元四（金齡心理及情緒健康 — 提步探視）將分別於明年

29/1/2022及 23/4/2022 開課。費用：每科 A$400 （在 8/1 前報讀單元三或在 2/4

前報讀單元四可享早鳥 優惠 A$320）。詳情及報名方法請參閱澳神海報或網站 

www.ctca.edu.au（點擊「延伸課程」）。有意申請助學金的弟兄姊妹可直接向

牧者聯絡。 

 

 

 

 



輪值事奉人員 

 本主日 下主日 (2022年 1月 16日) 

講員 莫基恩牧師 方岑惠儀傳道 

主席 文逸俊 文甘穗丰 

音樂 文逸俊 、敬拜小組、陳湛慧敏 文甘穗丰、敬拜小組、梁孫佩欣 

司事擺設/ 

執拾 
譚啟平生命小組 (Zone A) 

麥永生、麥陳雪霞 

張劉美娟、吳梁心怡 

迎新 
譚深泉、譚歐燕玲 

曾環雄、陳周秀汶 

譚深泉、譚歐燕玲 

曾環雄、陳周秀汶 

投射機 楊光豪、劉雋康 楊光豪、吳少華 

報告 莫基恩牧師 方建邦傳道 
  

上主日出席人數及奉獻 

午堂人數           64 經常費每週預算 21,062.00 午堂經常費奉獻 8,355.00 

四堂總人數   四堂經常費奉獻 17,194.00 午堂差傳奉獻 1,120.00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四堂差傳奉獻      1,390.00 
 
教會戶口：BSB: 062 161, A/C No: 1011 7632  銀行：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戶口名稱：Chinese & Australian Baptist Church-West Ryde   *奉獻請註明那一堂及何種奉獻 
  

教會牧者傳道 

代主任 梁文康牧師 

粵語堂 莫基恩牧師，區振威牧師(義務)，方建邦傳道 

英語堂 Robert Robayna 傳道 

國語堂 傅秀娟牧師，馬廣川傳道 
 
 

兒童事工 麥嘉怡 
  

粵語午堂 

粵語早堂 

 

聚會地點 Marsden 中學—22A Winbourne St, West Ryde 

聚會地點 West Ryde Community Hall, 3-5 Anthony Rd, West Ryde 
3-5 Anthony Road, West Ryde 教會地址 1 Reserve Street, West Ryde, NSW 2114 

辦公室時間 星期二至五上午 9:30 – 下午 4:00 

教會電郵 office@cabc-wr.org；教會電話： (02) 98040052 
  

是日講道錄音及其他更新報告，請瀏覽及留意教會 Facebook 專頁或網站 

 

 

facebook.com/cabcwr 

 

 www.cabc-wr.org  

 

 

 

 

 

mailto:office@cabc-wr.org；教會電話
mailto:office@cabc-wr.org；教會電話
http://www.cabc-wr.org/


華澳浸信會 2022 年 1 月份宣教士代禱 

主內宣教工塲忠心的僕人感謝您們為他們的事奉獻上 

祈禱及支持，他們期待與大家一同經歷主奇妙偉大的作為， 

同心同行為主事奉！ 

 

教會參與本地紐省 Maitland 短宣事工 

STM Maitland 團隊繼續在網上與當地基督徒和朋友見面，一個是為了團契 / 聖經學

習，另一個是為了敬拜。 12 月期間，團隊原本計劃去梅特蘭與當地朋友一起慶祝

聖誕節，但由於 Covid-19 大流行的惡化，聚會被取消了。 

請祈禱： 

• 為 Howard 弟兄受傷手術後的良好進展讚美主，祈求他早日完全康復。 

• 繼續為Maitland的基督徒和朋友禱告，祈求他們與主保持良好的關係，並在疫情

期間繼續定期參加網上聚會。 

• 祈求 STM 成員在 2022 年保持良好的精神，繼續努力外展當地人民和培育該地

區的基督徒。 

• 繼續為Maitland浸信會領導團隊和教會成員禱告，祈求他們分享異象並支持在教

會中發展中國事工 
 
Hoi-Yan Shea - 佘凱恩日本海外基督使團的事奉 

 
 
 

 

 

述職 

新年快樂！在準備宣教時，我一直在反思我和其他人生活中的破碎。回顧過去幾個

月，我非常感謝許多人的禱告得到回應和上帝豐富的供應。儘管由於 COVID 取消

了許多航班，但我的航班按計劃進行並且沒有任何打嗝。雖然我聽說許多宣教士的

述職 (HA) 是充滿挑戰的時期，但由於家人和朋友的熱情歡迎和關愛，過渡相對容

易。雖然宣教士經常感到被誤解或與家鄉的人脫節，但大多數情況下，這並不是我

的經歷，因為我經常與親密的朋友和我的述職團隊 (HMT) 以及一直關愛我的支持

者和教會保持聯繫和祈禱。雖然準備教會分享是緊張而充滿挑戰的，但我感謝我的 

HMT 和其他人在視頻、分享和祈禱卡設計方面的投入和幫助。此外，我感謝我的

家人提供住宿和汽車使用。 

我很高興過去幾個月能夠與想要更多地了解使命並考慮如何參與的大學生和年輕工

人建立聯繫。 

 

 



讚美與禱告 

• 為上帝在 Nanri（參加英語課程和聖經學習）、Kazuha（福岡的醫生）和其他非

基督徒朋友在日本的持續工作而讚美上帝。 請祈禱這些種子結出永生的果實。 

• 為 Wongs（在日本的隊友）祈禱，在他們繼續工作時得到鼓勵和智慧。 

• 讚美上帝在述職三個月忙碌中的保護和供應。 

• 祈求上帝指引我用日語研究和寫作寬恕這個主題。 

• 為 Yahabible Network 的同工禱告。 

• 祈禱我在耶穌裡安息。 

• 祈禱上帝會在 HA 期間使用我的分享能啟發和挑戰人們關於他的大使命。 
 
C & J Ma-馬醫生夫婦澳大利亞海外基督使團担任東北亞的工場總監的事奉 

 
 
 
 
 
 

提升 NEA 概要 

ZOOM 和社交媒體的使用現在是大多數部委的主要手段。雖然這項技術存在明顯

的局限性，但它們允許各部委繼續發展，有時甚至擴大它。 ZOOM 已允許 NEA 的

大多數祈禱小組繼續聚會。現在有興趣的人和來自通常地點以外的演講者也可以加

入。在非盟，主要城市的所有五個團體都聚集在一起為 NEA 祈禱。近日，台灣和

香港的 PG4NEA小組舉行了聯合會議 
 

NEA 中可能出現的 Covid 病例 

11 月 19 日，《每日 NK》報導稱，NEA 有超過 100,000 名有 Covid-19 症狀的人

被隔離在國家設施中，其中包括高燒、呼吸問題和 COVID-19 的其他症狀。根據他

們的消息來源，截至 11 月初，約有 104,000 例 COVID -19 疑似病例在國家設施中

被隔離。這些人被安置在全國各地的設施中。在這個冬季，加上氣溫急劇下降、缺

乏保溫和高昂的食品價格，許多已經營養不良的人面臨著很大的疾病風險 
 

新視野：全球聚會 

NH 支持團隊、外勤工作者和差派教會/合作機構的虛擬全球聚會於 11 月 23 日至 

25 日舉行。最後一次團隊會議是在 2019 年 3 月。結果證明這是 NH 團隊的重要時

刻。第一天，大約 20 人的支持團隊聚在一起。有時間接收有關彼此事工的個人最

新消息。第二天，有幾個夥伴（差派教會/機構）加入，他們來自拉丁美洲、歐洲

和亞洲。很高興聽到他們的觀點。在最後一天，現場工作人員加入了進來。對許多

人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每個人都被要求分享他們在不同領域的不同部委服

務的經歷的見證。對許多人來說，這是整個聚會的亮點。它肯定有助於培養 NH 團

隊的身份和聯繫。 



讚美與禱告 

• 感恩讚美主能與新的助理工場主任，工場委員會和成員建立良好之關係。 

• 為在不確定環境中，NEA團隊能有智慧地提供對當地的服事支援。 

• 祈求我們團隊各方與主緊密同行，聽候他引導，與主同工。 

• 為生命帶來正向影響祈禱，我們正使用 MBTI和 FIRO-B培訓來幫助指導/輔導。 
 
凌約翰宣教士夫婦 (Johan 和 Debbie Linder) 在新西蘭海外基督使團的服事 

 
 
 

 

 

 

Johan 原是澳洲海外基督使團的全國總監，而 Debbie 原本在新南威爾士州夏负责 

OMF Mission Scope。他們的角色已經於 2021年 8月結束，Johan 將從 2022 年

開始擔任新西蘭海外基督使團國家總監的新角色。他們計劃了一切，但發現新西蘭

邊境只對新西蘭公民開放，但直到 4 月 30 非居民開放。 Johan 已經開始與新西蘭

團隊建立聯繫，並將繼續在線工作。但領導一個還沒有見過面的團隊會很困難。新

西蘭的 OMF 正在尋求獲得豁免以便能夠提前飛行，但目前看來他們必須等到 5 月。 

他們將在 1 月參加兩次家庭婚禮 — 8 號是他們的女兒 Julie，22 號是她的表妹

Jessica。 

Johan 計劃在 3 月訪問 CABC-WR。 

請為： 

• 他們在等候和工作中，能耐心尋求上帝的旨意。 

• 在假期和與家人和朋友的婚禮上度過愉快的時光。 

• CABC-WR 的訪問將在祈禱夥伴關係中更好地理解和建立聯繫。 
 
Aaron 和 Amy 許在海外基督使團台灣東港的事奉  

 
 
 

 

 

 

24/12/21 有一群朋友加入了我們正常的家庭教會小組。我們共進晚餐並講述了聖經

中的聖誕節故事。我們希望這將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人們相互聯繫，讓一些人第

一次聽到耶穌誕生的故事。在本週的團隊會議上，我們還分享了我們今年感謝的事

情。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新冠肺炎對生活產生了影響。對我們來說，又一年不能



回澳大利亞述職了。但在台灣呆久了，也是我們一家的福氣。在情感和社交方面都

沒有像 COVID 之前那樣經常出行。 

請祈禱： 

• 週五晚上的家庭教會小組繼續與我們可以邀請的人見面。 

• 週六早上，杉杉店的幼兒英語聖經故事時間繼續與年輕家庭見面。 

• 聖經中的聖誕故事將對有聯繫的人和第一次聽到耶穌誕生故事的人產生影響。 
 
Daniel Joo –在 Marsden 中學教授聖經 (特別宗教教育) 

 

丹尼爾（Daniel）是Marsden High School任 SRE老師講授聖經。每週 2天在 7 和 

8 年級上課，他還將為基督徒午餐時間小組提供幫助。 丹尼爾已婚，有兩個女兒。 

他目前在基石韓國社區教堂兼職青年事工牧師。 丹尼爾喜歡與年輕人一起並帶領

他們歸向基督。看到他們的信仰成熟之後，他感到非常高興。由於 COVID 的限制，

SRE 課程在第 4 學期繼續暫停，但丹尼爾在馬斯登高中擔任了一個新的臨時角色。

他曾擔任學生學習支持官 (SLSO)，在學校學習支持班主任的指導下協助課堂和一

對一工作。讚美上帝—這個角色意味著丹尼爾能夠繼續與學生和教職員工保持聯繫。

他為這些學生和整個學校社區提供了寶貴的幫助。 

然後，在學期中途，政府取消了一些限制，這意味著 SRE 可以在學校恢復。這有

點出乎意料，但學校非常慷慨地促成了 SRE 課程的恢復。 

更新： 

-   SRE 課程已於 2021 年 11 月 18 日恢復。 

-  丹尼爾給學生們上了一節關於 “聖誕節的起源” 的課，這門課著眼於我們慶祝聖

誕節的原因。 

-   課程結束時，大多數學生都明白我們慶祝聖誕節是因為這是耶穌的誕生，也是因

為耶穌來為世界帶來和平。 

-   JAM（基督教午餐時間組）仍被擱置。但是，我們預計 JAM 將從下學期恢復。 

感謝： 

-  學校、校長、SRE 協調員、教師和工作人員對再次開設 SRE 課程非常熱情。 

-   Daniel 能夠快速恢復SRE課程，是因為在SLSO繼續聯繫他們以及對課堂的期望。 

請祈禱： 

• 對於 SRE 學生，他們將在本學期的剩餘時間裡理解他們在 SRE 課程中聽到的內容。 

• 神會在第 8 年級學生的心中播下福音的種子，繼續尋求神的話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