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 Raymond Wong
October 5, 1956 - February 3, 2020

Passed away peacefully on 3 February 2020.
Beloved Husband of Monica Wong.
Adored Father of Cliff & Shirley.

Events
FEB
15

Funeral Service

11:15AM - 12:45PM

Macquarie Park Cemetery and Crematorium (Palm Chapel)
Delhi Rd & Plassey Rd, Macquarie Park, NSW, AU, 2113

Comments

“

4 hours ago
親愛的Raymond 弟兄，我的第一任成人主日學老師，謝謝你過去十几年來的言传身
教，使我们不仅透過你的教导學习神的道也从你的生活言表中看到神愛的力量。2004
年國語堂成立不久2005年我來到國语堂，每次主日学你都做了充份的准备，就好像专
为我這個特別愛提問的人准备的。透過你那平和的微笑谦和的讲解，我们看到了神的
威严，透過你對罪的痛斥剖析，我們却看到了神的恩典。2005年我們刚刚成立的妇女
小組查经聚会被你和Monica 迎进了尚未全部完工的Rydalmere新家，虽然组員間不完
全認識，但透過你倆我們都感到了被接纳的溫暖。2017年8月你雖癌痛在身，却仍在
国语堂团契时站立一小时分享你的福音心得「基督教与中國文化」，当你知道我向佛
教朋友传福音遇到問题時，你立刻將你的关于基督教與佛教道教的分析文章email給我
使我得到支持。
去年7月在三天的教会营時听鲍維鈞牧师的证道和讲他太太在归天家前的內心的矛盾释
放和盼望的见证，monica背對你闪着泪光和我讲到你的現狀和她的担心，但是我看到
不远的你却是那样的平靜。在最後這个聖誕節，我們在你家和你一起唱了赞美诗后，
你因身體虚弱不能持久而准备回睡房，你忽然停步尽力握著我的手，拥抱一下，那眼
神分明是鼓勵，是期盼......
Raymond 弟兄，今天我將為你獻上”你坐着為王”的这首歌，感謝你過去為傳神的道所
做的一切，并相約將來天家見！

Anna Hou - February 14, 2020 at 08:56 PM

“

Raymond弟兄， 您温和谦卑的品格，精辟独到的讲道，对人真诚有爱的关怀，对神坚
定不移的信心，在苦难面前勇敢坚强，乐观幽默，都深深感动着我们! 美好的记忆，长
存心里!
PS 我妈从没记得住您的名字，但是从没忘记过您。“好兄弟”是她对您的特别称呼。

洪若江 - February 14, 2020 at 03:54 AM

“

親愛的Raymond 弟兄，我的第一任成人主日學老師，謝謝你過去十几年來的言传身教，使
我们不仅透過你的教导學习神的道也从你的生活言表中看到神愛的力量。2004年國語堂成立
不久2005年我來到國语堂，每次主日学你都做了充份的准备，就好像专为我這個特別愛提問
的人准备的。透過你那平和的微笑谦和的讲解，我们看到了神的威严，透過你對罪的痛斥剖
析，我們却看到了神的恩典。2005年我們刚刚成立的妇女小組查经聚会被你和Monica 迎进
了尚未全部完工的Rydalmere新家，虽然组員間不完全認識，但透過你倆我們都感到了被接
纳的溫暖。2017年8月你雖癌痛在身，却仍在国语堂团契时站立一小时分享你的福音心得
「基督教与中國文化」，当你知道我向佛教朋友传福音遇到問题時，你立刻將你的关于基督
教與佛教道教的分析文章email給我使我得到支持。
去年7月在三天的教会营時听鲍維鈞牧师的证道和讲他太太在归天家前的內心的矛盾释放和
盼望的见证，monica背對你闪着泪光和我讲到你的現狀和她的担心，但是我看到不远的你却
是那样的平靜。在最後這个聖誕節，我們在你家和你一起唱了赞美诗后，你因身體虚弱不能
持久而准备回睡房，你忽然停步尽力握著我的手，拥抱一下，那眼神分明是鼓勵，是期
盼......
Raymond 弟兄，今天我將為你獻上”你坐着為王”的这首歌，感謝你過去為傳神的道所做的一
切，并相約將來天家見！
Anna Hou - February 14, 2020 at 05:40 PM

“

親愛的Raymond弟兄,
雖然知道你已經去了—個再不會有眼淚和痛楚的地方, 但離別總是傷感的, 大家都捨不
得你走!
認識你們－家已經超過20年了！當時大家同屬—個唱歌小組, 以詩歌見證在約書亞團
契、主日崇拜、展信堂和中央浸信會作音樂佈道，你還記得嗎？
在我眼中, 你是—位平易近人的好好先生！做事沉着認真, 默默耕耘；對家人愛護細心,
對朋友友善尊重；對教會投入主動，對神忠心盡心；勇敢對抗疾病，積極面對人生，
為我們作了好榜樣！
Raymond, 那美好的仗你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你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你已經守住了!
你永遠是 Monica, Cliff 和 Shirley 的守護者！洪水氾濫之時, 仍然坐著為王的耶和華必
定賜力量、平安給你最愛的家人。
我們所敬重的好弟兄，願你安息!
Ivy Wong
2020年2月14日

Ivy Wong - February 14, 2020 at 12:09 AM

“

是您，幫我們申請簽証來華澳
是您，帶我們去買第一輛車
是您，邀我們去你們家BBQ迎新
是您，豪爽的答應教Master Life
是您，常常默默關心年青人
是您，在基督教教育熱心投入
是您，在崇拜部鼓勵弟兄姊妹愛神愛人
是您，常常與年青人和非信徒討論信仰
是您，在生病时仍不斷鼓勵我們
是您，在痛苦時信靠神
是您，內練＋體貼＋勇敢＋溫暖
......................
雖然，捨不得您離去，
但您去了更美的地方，
有一天，我們也會在天家見
謝謝您，用豐富美麗充滿我們的記憶
To Monica, 我們代替不了Raymond的愛
但我們想告訴妳，我們愛妳，支持妳！

Gloria Fu - February 13, 2020 at 09:00 PM

“

亲爱的Raymond弟兄，感谢您一直以来在地上对我们这些主内兄弟姐妹的付出与关
爱，无论是在神的话语的教导上，还是工作、生活上的实际帮助与关怀上，您都尽全
力做了，让我们在您身上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样式！您的温暖与坚强，您的睿智与幽
默，都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上。愿有一天在天堂相见时，又能听到您爽朗的笑声，和
您一起唱着“坐着为王”来敬拜我们无比荣耀的神！
最后用一段您在国语团契中分享的话语，来安慰与激励我们这些在地上想念您的人
吧！-“我们基督徒，回到地上的家，可以有这么大的喜乐，你想想看，回到天上的家，
我们永恒的家，岂不有更大的喜乐吗？”

Sandy - February 13, 2020 at 05:39 AM

“

I

Sandy - February 13, 2020 at 05:22 AM

“

My deepest condolences to Raymond's family.
Raymond is a dear brother in Christ. He is always kind, always responsible and have
a deep love for Christ.
The year I was in Mandrian congregation, it was a blessing to have him to serve
together in Christ. His love to his family, his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d, his care
for brothers and sisters is something I will always remember.
Even in the time of serious illness, he still keep his faith strong, and use this
opportuntiy to share Christ with others, as if death has never have a hold of him.
Will miss you my dear brother. See you again in heaven.

Joshua Mok - February 11, 2020 at 09:10 PM

“

2016年，我面对一个失去我儿子所带来的持久悲伤的可能性。Raymond 和 Monica
(还有 Frank 和 Maggie） 竟然主動在 Meadowbank 帮助寻找我的男儿。虽然
Raymond 当时抱着剛确诊不久 出乎預料的肺癌病，他却坚持要参与寻找我的男孩。
我很难为情。那就成为我很记得 Raymond 的一个环节。
我看来 Raymond 漫长的疾病和痛苦是一个见证。它包含了每个人都担心的祸事 -- 死
前有漫長的严重疾病。Raymond 和他的家人经历了一般人所怕的, 在基督信仰中从容
地，自信地忍受了一切。即使在疾病中，Raymond 也总是试图在基督教堂里服事。因
此，他们的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在他去世的前十天，很微弱的 Raymond 回答一个询问时微笑了。他表现出幽默感，
微笑了几秒钟。所以在我看来，Raymond 的腦是清晰的。不说话可能只是因为话都说
夠了，无需多说, 反正人很累。卧床不起的时光都等於是在说声漫长的__再__见__。
六年前，当我第一次偶然进入展愛堂时，Raymond 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我见他
诚实爽直，那是促使我继续來华澳教会的一个原因。即使我们只见过几次面，他还是
坦白地談一些事情。他无拘无束的坦率我是很看重的。
他得了严重的癌症，我觉得很难同 Raymond 有一般的闲谈。我不知该如何安慰 他。
但幸好，我对 Raymond 是感到蛮轻松的。因我知道他不需要我的安慰，因为上帝是
他的终极安慰。其实他以他的病痛经历教导我远比我试图安慰他更有意义。他很坚
强，我不曾记得他流下眼泪。而我却不行,不能公开朗读此处写的内容，因此这种默默
的书面致敬很适合。
谢谢 Raymond 与我们分享了您的基督信仰生命。我也知道你喜欢我的男儿漢麟,他的
行为很逗你。
谢谢 Monica,在基督里如此有正能量,有爱心,了不起。
---- 陳秉鐘 (2020年2月12日)
In 2016, I was confronted with possible lasting sadness of losing my son. Alas,
Raymond & Monica (also Frank & Maggie) helped to search for my boy in
Meadowbank. Raymond was recently disgnosed with lung cancer. Still he insisted to
help. I felt embarrassed, and fondly I remembered Raymond.
Seems to me, Raymond’s lengthy illness & suffering was a good testimony. It
contains something scary -- lengthy serious illness before death. Raymond and his
family endured all that. Calmly and confidently they endured with faith in Christ. Even
in sickness, Raymond always tried to serve in church. So that was a good example
and testimony.
Ten days prior to his death, a weak Raymond smiled when responding to a query. He
demonstrated a sense of humour and smiled for a few seconds. So it seemed to me
Raymond’s mind was clear. Not talking was probably because nothing more needed
to be said, plus he was tired too. All that bedridden times were part of saying a long
__good__bye__.

Six years ago, Raymond impressed me when I first stumbled upon CABC. He came
across as honest and sincere, and was a catalyst that caused me to continue coming
to CABC. He told me something frankly and unguarded, even though we had only
met a few times. His openness without pretention was very special to me.
Given the seriousness of his cancer, I did found it hard to go about the usual
conversation with Raymond. How could I possibly comfort him? Fortunately, I was
actually quite relaxed about Raymond, because I knew he didn't need me to comfort
him. God is his ultimate comforter. It made more sense for him to teach me through
his trials than me trying to comfort him. He was strong and I don't recall seeing him in
tears. But I know I cannot publicly say out what is written here, so this silent tribute in
written words suit me fine.
Thankyou Raymond for sharing your Christian life with us. I also know you were fond
of Hanlin my boy. His behaviours tickled you.
Thankyou to Monica who is so positive, loving and amazing in Christ.
---- PC Tan (12 Feb 2020)
Pc Tan - February 11, 2020 at 08:07 AM

“

不一样的二十年？
三个月以来，貼身地与凌厉的癌魔搏鬥後，Raymond 终於被神接走了！快得他与我都
有奌意料不及，他的离去是不捨卻安詳！
回想他四年来的与癌共存，其中三年没太大受癌病影响，便積極各處探訪並分享靠主
抗癌经验，此时仍能为主作工，为主所用，实属主的恩典！
我本是个懒惰、被动、依赖性強的人。回想認識Raymond 於四十二年前，他是我人生
第二个二十年的「接管者」（第一個階段的照顾者是爸媽姐姐），婚前婚后我大小事
情都不用操心，全由他决定處理，我就在那𥚃乐享其成，做其幸福小女人。以他为
喜，以他为悲，对他更見依頼。直至他被神呼召，要到教会（香港）新建立的福音堂
开荒，以及接受公司邀請，为公司开拓国内合资企业，擧家要搬到上海，以至移民澳
洲的决定，我雖有奌猶疑，最终也以他的意願及前景为依歸，同心协力走主为我們安
排的前路。眨眼又过了第二个二十年。
Raymond 常常鼓励我要學習，要更新，要独立奌，而我也察覺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
將Raymond 的重要凌驾於神之上，深知这並不討神喜悦，且亦甚具危险性，於是在第
三个二十年間，向神立志要做到主居首位。
幸福滿足地渡過了三個二十年後，我忽發奇想：人生有多少个二十年？若有第四个二
十年，那不就是包辦老、病、死的二十年？我不甘心，於是祈求神给我一个更有價
值，不一样的最后二十年.....几个月後，Raymond 得病,就此真的开展了我很不一样的
第四个二十年——一段没有了Raymond 可依赖的艰苦嵗月！是个似乎完全超出自己能
力範圍的安排！但正如Raymond 時常自勉的一句話：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有主同行，沒有難成的事，主的恩典夠用，願從此信靠順服，單仰望祂，為
祂而活！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申33:25）
「因为 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后1:7）
Monica Wong
2020年2月9日

Monica Wong - February 09, 2020 at 12:15 AM

“

我大哥黃偉謀遺傳在爸爸的正義感、責任感，所以對家人都非常重視，對太太專一、包容、
疼錫；對子女愛護、關懷，係我們一班弟妹的好榜樣，我哥哥係我心中永遠都一位有風度、
有氣量、有台形的紳士，有你這個哥哥真榮幸，永遠懷念您！
妹
偉雯上
Amy Wong Wai Man - February 09, 2020 at 01:55 AM

“

每個人都會到天家見面 ，到時他又會負起帶領我們的義務 ，永遠懷念你的表妹
彩萍上
wong choi ping - February 09, 2020 at 02:30 AM

“

致：姊夫哀悼信

弟校良聞偉謀姊夫離世,雖早有心理準備,仍有無限悲哀!
自從芬姊和姊夫一家,從1996年移民澳洲之後,大家便絕少來往和聯絡,使親情變得有些
冷漠!但之後我兒子到澳洲Queensland讀High School,因小兒發生一些問題,偉謀姊夫立
即從雪梨乘飛机到來,慰問和協助解決事情,使我在Queensland一個多月,得到無限的支
持!
我雖然不是一個基督徒,從您們平日時常說出,基督教的大愛、無私和付出!是很多宗教
的教義和訓示!今次使我真正體驗,虔誠基督教徒的真我!使我對姊夫的親情和愛意,重拾
回來!
很遺憾!因為種種原因,我和李家不能出席,偉謀姊夫的安息禮儀!實為本人一大憾事,故此
附上此信,聊表心意!
我謹代表李家,祝願芬姊一家,在神的大家庭裡,繼續平安和歡欣地生活下去,將來和姊夫
在天家再敘!正如芬姊所言[人死并非如燈滅,而是生命轉化為另一種語言]!
此至! 敬上!
弟校良
2020年2月9曰

Li Hau Leung Simon - February 08, 2020 at 10:46 PM

“

愿我親愛的弟兄 Raymond安息主懷
懷念與你一起分享福音，一起查經，一起事奉的日子，在團契裏你作的見証也成為別
人的祝福。
那美好的仗你己打了，當跑的路己經跑過了，所信的道你己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
公義的冠冕為你存留。提後4：7-8

HariHeung - February 06, 2020 at 04:45 PM

“

May you Rest In Peace our kind and loving brother Raymond Wong! Thank you for your
faithful service, your loving heart and involvement in church ministries! Have learned a lot
in serving together with you! May the love and blessing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be with
you always! “然而，靠着愛我們的 主 ，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因為我深信無論
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是高處的，是低處
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 - 羅
馬書 8:37-39
Vincent Chung - February 07, 2020 at 04:23 AM

“

Raymond弟兄，一路走好!
回想这几年你与病魔的抗争，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真的是数算不尽的，虽然有困难、有
压力、有疲倦、有眼泪……但更多的是上帝的祝福，你的见证震憾了我们，使我们的灵命得
到了改变和长进。你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只要活在神的爱中，一分一秒，都是那么的美，那
么的善。神的爱和恩典，使我们本来苦短的人生变成了珍贵的人生。
在天上我们有个美丽的家，那是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家，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到天家。
Raymond弟兄，天堂没有病痛！安息吧！

陈典基弟兄
2020.2.11

陈典基 - February 10, 2020 at 09:24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