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墨尔本谢恩堂
CAMBERWELL METHODIST CHURCH

OF THE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IN AUSTRALIA
58 Cooloongatta Road, Camberwell, VIC 3124 • Tel: (03) 9889 0702 • www.cmca-camberwell.org.au

异象：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
Vision: Building a Church after God's Own Heart

教会崇拜 Church Services: 17/11/2019
谢恩堂 Camberwell Methodist Church   58 Cooloongatta Rd, Camberwell, Vic 3124
8:30am 华语崇拜 11:00am 华语崇拜(副堂)/英语崇拜(圣堂) 4:00pm 英语崇拜
Werribee Church of Christ   200 Tarneit Rd, Werribee, Vic 3030
2:30pm 华语崇拜

Camberwell崇拜与聚会
崇拜

华语崇拜 主日8:30am （圣堂）

华语崇拜 主日11:00am（副堂）

英语崇拜 主日11:00am（圣堂）

英语崇拜 主日4:00pm （圣堂）

主日学

中英儿童主日学 主日8:30am

Youth Maze Explorer 主日8:30am

英语儿童主日学 主日11:00am

祷告会/团契与肢体

全教会祷告会 每周四8:00pm

谢恩诗班 主日12:45pm

乐龄团契 每月第三周四10am

姐妹团契 每月第二,四周四10am

成年团契 每月第二,四周六6pm

初成团契 每月第一,二,四周六
6pm

青年团契 每周六6:30pm

Wyndham布道站崇拜与聚会
华语崇拜 主日2:30pm

中英儿童主日学 主日2:30pm

小组聚会 请参阅第五页 
Wyndham布道站报告

联络
主理牧师 Minister-in-charge
周家熹牧师 Rev. Elijah Chew
M:0421 468 655 
E: echew07@gmail.com

驻任会督 Resident Bishop
黄永森会督 Rev. Dr. Albert Wong
M:0433 015 363 
E: ingseng@hotmail.com

协理牧师 Associate Minister
林忠傧牧师 Rev. Tiong Ting Ling
M:0405 651 123  
E: glzbmriwb@gmail.com

助理牧师Assistant Minister
于建华牧师 Rev. Jian Hua Yu
M:0417 479 734  
E: liuyong2309@yahoo.com.au

助理牧师Assistant Minister
蔡晓明牧师 Rev. Xiao Ming Cai
M:0424 267 513 E: cxm081689@gmail.com

半时间助理传道 Part Time Assistant Pastor
Ps. Ricky Njoto
M:0478 656 831 E:rickynjoto@gmail.com

2019 执事会 LCEC
会友领袖       (正)夏长炎 (副)林志雄
主席 (正)江初开 (副)冯志民
文书 林志雄

财政 黄新台
受选执事 叶祖荣  张威超   
 王联庆

按职执事:
受托与经济委员会主席 姚祖舜
基督教教育委员会主席 江辉力
基督徒社会关怀 
委员会主席 黄青敏
会友与佈道委员会主席 刘大卫
宣教委员会主席 卢凌杰
崇拜与音乐委员会主席 涂宗保
产业管理委员会主席 陈成豪
主日学校长 林猷树
英文事工委员会 叶祖荣
Wyndham布道站主席 张威超
乐龄团契主席 张素卿 
姐妹团契主席 卢霖蒂
成年团契主席 (中) 刘运明 
初成团契主席 (中) 黄拔儒
青年团契主席 (中) 周敏敏
成年团契主席 (英) 吴晶晶 
初成团契主席 (英) Sophia Houng
青年团契主席 (英) Natali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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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修篇

祂在你后面
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马太福音25章40节

那天早上驾车载女儿上学时，因为时间比平常早一点，所以当
女儿问我，可否顺道去附近的得来速（drive-thru）咖啡馆时，
我便答应了她。在驶近咖啡馆的时候，我看着她开心的笑脸，问
她：“今天早上，妳想不想让别人也跟你一样开心啊？”她说：“
好啊！”

我们点了咖啡之后，就前往结帐的窗口，我跟服务生说：“我
们也帮后面那位年轻女士结帐。”女儿听了，脸上顿时绽放出了灿
烂的笑容。

从宏观的角度而言，一杯咖啡可能算不得什么。但或许有其特
别意义呢！我想，我们是否能用这种方式，实现耶稣对我们的期
待，去照顾耶稣所说的“最小的”弟兄？（马太福音25章40节）
我的看法是：何不将排在你后面的那个人当成服事的对象呢？你可
以为他做点事情，可能只是一杯咖啡，也可能需要做更多一点，但
也可能更少。耶稣说“这些事⋯⋯就是做在我身上了”（40节）
，可见我们在服事人的同时也是在服事祂，我们可以自由地给予和
付出。

我们把车开走的时候，看见后面那位年轻女士以及服务生递送
咖啡的表情，她们都禁不住咧嘴而笑。

主啊，求祢帮助我在服事人时不要顾虑太多，
有时看似微小、简单的事，却远比我想得更有意义。

也求祢让我记得，无论为别人做什么， 
都是为祢而做。

服事人就是服事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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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关怀主日崇拜程序
(2019年11月17日)

序乐 司琴

默祷 肃静歌《主在圣殿中》 众坐

宣召 诗篇 65：1-2 领会

开始诗歌 366《主名甘美》 众立

敬拜赞美*1 敬拜小組

祷告 领会

唱主祷文 众立

启应经文 箴言 3：1-12 领会

榮耀颂 众立

信息经文 约书亚记7：1-5；约6：35 *1

太 7：7-12 *2 领会

证道
『逃离亚割谷』*1

『合神心意作主门徒”之 
——殷切祷告的门徒』*2

廖玉强牧师
蔡晓明牧师

使徒信经 众立

特别分享 Banabas 
Fund

奉献 《耶穌在我裡面》by 盛曉玫*1

181《先贤之信万世永存》*2 众坐

唱献礼文 众立

欢迎与报告 牧师

就职典礼*1 姐妹团契就职礼 牧师

差遣诗歌 429《乐哉家庭》 众立

祝福 牧师

阿们颂 《三叠阿们》 众立

*1 8:30am崇拜     *2 11:00am崇拜



3.  Mainly Music：此事工需要增加同工，教会呼吁您的参与！有负担者或可以
帮忙准备茶点的，请联络会友与布道委员会主席刘大卫执事0451 529 791
，davidsgroup@gmail.com或张思宁姐妹0433 579 795。

4.  谢恩堂本周聚会：
17/11 日 10:00 am 成人主日学 上帝的本质：上帝自有永有
19/11 二 10:15 am Mainly Music 欢迎有幼童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来

参加。地点：教会副堂
21/11 四 10:00 am 乐龄团契 诗歌赞美会 + 聚餐
21/11 四 8:00 pm 祷告会 请一同来守望 (教会副堂)

祷告会事奉人员:  领唱: 青团； 
短讲: 蔡晓明； 代祷: 蔡晓明； 
司琴: 青团

23/11 六 6:00 pm 成年团契 小组查经
23/11 六 6:30 pm 青年团契 诗歌见证晚会 
23/11 六 6:30 pm 初成团契 小组查经

Wyndham布道站报告:
1. 有需要参加门徒班、受洗班、入会班的请向于建华牧师报名。
2.  我们有祷告会（周三晚）、青少年小组（隔周六晚）、妈妈小组（每月最后

一个主日上午）、仁爱组（周六晚）、喜乐组（隔周四下午）、职青组（周
四晚）、忍耐组（暂停）等团契，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团契生活 。

3.  有感动转账奉献者，请用以下账号：Account name: CMCA WPP; 
BANK:ANZ, BSB: 013598; A.N: 2332 30675。

代祷事项(2019-11-17):
1.  请弟兄姐妹为23/11-7/12尼泊尔医疗短宣队祷告。成员有：陈建榮，范子

美，黄佳颖，Samuel Chieng，陈虹妃和卢凌杰。
2.  为红本门徒学员在学习过程中经历上帝话语的能力祷告。
3.  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首先需要振兴祷告会！请为谢恩堂有更多肢体积极投

入祷告会祷告！目标40人。
4.  请为今年的牧师传道退修会代祷。求神更新所有参加的牧师与传道，并且重

新得力进入新的一年的服事于宣教。
5.  为2019年十八届年议会代祷。求神赐福此年会，特别带领黄永森会督主持

3天的年会。让我们的年会成为合乎神心意的教会。
6.  为2019年青年大会代求。求神透过讲员（方友义牧师及英文讲员：Rev.

Sean Kong )呼召青年献身为主摆上，任主使用。
7.  求神继续带领本堂在Box Hill外展工作。感谢神，已经得到韩国教会和Saint 

Andrew Uniting Church许可租借场地。
8.  为病痛软弱的肢体祷告：黄祥耀(膝盖康复)，彭能顺牧师(身体虚弱)，林徐

惠玲师母(乳腺癌手术后的康复)，官伯威牧师(骨癌，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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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7日

教会圣工
诚心欢迎前來崇拜的每一位。願上帝的愛充滿您，温暖您的心田。

1. 2020-2021姐妹团契职员：
职位 名字 职位 名字 
主席 卢霖蒂 副主席 黄青敏
文书 丁如妃 财政 许庆香
查账 张素卿 灵修组 陈素卿 
音乐组 许毓华 活动组 范惠光
关怀组 罗宝珍 交通组 林坪桦

2.  LAMM公开论坛： 24/11/2019（周一）7:30pm，地点：谢恩堂。主题：
保护澳大利亚的宗教自由——什么已濒临危机，您将如何提供帮助？讲
员：Mark Sneddon(民间社会研究所执行主任)。

3.  牧师传道退修会：日期：26-28/11。地点：Rowville International Hotel。 
特别讲员：邢福增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长）；主题：
传道人的生命更新与复兴。

4.  议会：澳洲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年议会第18届议会28/11-1/12；地
点：Rowville International Hotel。

5.  全国卫理公会青年大会：日期：1/12-4/12；地点：Rawson Village；中文
讲员：方友义牧师；英文讲员：Sean Kong 牧师。

6.  新旧执事退修会：将在13-14/12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下午四点结束。地
点：Belgrave Height Conference Centre。

7.   圣诞佳音之夜（中英）：日期：21/12/2019，时间6:00pm。当晚有聚
餐、报佳音及感恩分享。

8.   墨尔本合唱训练：日期：3-4/4/2020。地点：谢恩堂。华语授课。宗旨：
提高圣乐水准，培养圣乐人才等等。报名费$110，早鸟$100(早鸟截至日
期：31/12/2019）。此费用包括了教材及食物。 若有任何疑问，请观看
布告栏或联络黄裕华弟兄0415 072 238。

9.  一天一元：年会宣教部鼓励弟兄姐妹支持一天一元作为本会宣教的圣工款
项。请向招待员索取一份一天一元的盒子。若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宣教委员
会主席卢凌杰弟兄或牧者。

谢恩堂中文崇拜报告:
1.  丧事：程功维弟兄令堂钱爱绸会母已于11/11/2019安息主怀。请大家在祷

告中记念并求神安慰其家人。
2.   红本门徒：仅此告知有关红本门徒最后一次的课程改换到十一月24日举

行。毕业礼在十二月8日圣餐主日早上8:30场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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