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祈願 
忠誠歡迎首次參加本教會⽹上崇拜聚會的肢体及新朋友，祈願天⽗賜恩給你們在聚會中
身⼼靈得益；也歡迎你們參加本教會其他⽹上聚會，和我們⼀起學作主門徒﹕虛⼼依靠
聖靈、熱⼼傳揚福音、誠⼼敬愛天⽗、歡⼼彼此團契、恆⼼接受培訓、同⼼參與事奉，
儆醒候主再來。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日上午九時正 

國粵語主日網上直播崇拜聚會程序 
宣     召  主席 
默     祷  會眾 
唱     詩 

 
 

每當我瞻仰你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 
我需要有你在我⽣命中 

眾立 

祈     禱  主席 
讀     經 以賽亞書 1:1-2:5 主席 
講     道 堅定不移的愛（上） 讲员 
唱     詩 你為何揀選我 众立 
虔 守 聖 餐  牧师 
欢 迎 来 宾  主席 
奉     獻 主啊我今奉獻 眾坐 
報 告 代 禱  牧师 
祝     禱 主禱⽂/祝福 會眾 
默 禱 休 會   会众 

 

温馨提示 

本主日虔守圣餐；请在参加视频直播敬崇拜前，自备圣餐饼和葡萄汁； 

放好在不需要走动就可以领取到的桌台上，方便到时在牧师的带领下，同领圣餐。 

 

盼下主日再見！ 

 

  



事奉團隊 
職責 本主日 下主日 
講員 
翻譯 

田宏恩牧师 
关树仁传道 

刘美耀牧师 
周永镇弟兄 

主席 
領唱 

黄霖弟兄 
卢艳玲姐妹 

安伟姐妹 
楊俊弟兄 

司琴 谭卉娟传道 林少聪弟兄 

 

 

信息大要 
 

2020 08 02 主日《普世更新的應許》第 1 讲《堅定不移的愛》

（上） 

以賽亞書 1:1-2:5 

 

⼀、上帝厌恶百姓                        的崇拜 
 

    1. 我们内心常                  敬拜上帝 
 
    2. 我们常以个人            干犯上帝 
 
    3. 社会            不公义惹上帝愤怒 
 
    4. 百姓会因多行不义遭受灾难 

 
 

  



聚會預告 
1. 下主日：照常上午九時，國粵語，于教會網址 cabra.church 点击现场直播。刘美耀牧

师講《保罗的祷告》第三讲：灵里得⼒的祷告；以弗所书三 14-21。 

2. 週四粵語團契、週四晚頌恩小組、周五晚青年團契、周六潮語團契、下主日關懷栽培

小組：研读路加福音⼀ 26-56 (2)，本周三晚七时四⼗五分组长预习。 

3. 卡道思（CACTUS）兒童樂園：本主日上午 10.30 Zoom 聚会，導師團隊會透過微信傳

遞安排細節。请家长携孩⼦进⼊视频参加。 

4. 英语部青少年团契网上聚会：周五晚七时。 

5. 生命转化门徒训练：本周⼆傍晚七时正线上視頻上第⼆⼗五课。 

6. 週二英語班：暫停⾄另⾏通知。週三親子小組：暫停⾄另⾏通知。 

7. 粵語夫婦團契：9/8 下主日下午 7:30 线上聚会， 看视频研讨分享《盟约之爱》第七讲

：长久忍耐；邀请链接請看微信群。 

8. 雅歌夫婦團契: 16/8 主日下午四時半 线上聚會，觀看视频并研讨分享《盟约之爱》第

四讲：得胜婚姻难处的秘诀；邀请链接请看微信群。 

9. 愛加倍夫婦團契：22/8 週六晚 7:30 线上聚會，觀看视频并研讨分享《盟约之爱》第七

讲：长久忍耐；邀请链接請看微信群。 

10. 國語夫婦團契：5/9 周六晚 7:30 线上聚會，觀看视频并研讨分享《盟约之爱》第⼋讲

：爱的饶恕；邀请链接請看微信群。 

 

特別感恩代禱 
1. 感谢⽗神在疫情中对众肢体的保守与带领，让我们可以凭信⼼⼀起網上視頻同步崇拜

上帝，学习祂的话语。 

2. 感谢父神施恩祝福：国语崇拜及英语崇拜七月第⼀主日廿三周年，国粤潮语崇拜⼋月

第四主日四⼗周年，卡市圣公会⼗月第三主日⼀百零五周年。 

3. 黃瑞霞傳道正待疫情平息後回去宣教⼯場；堂委会将代表教会支助⼀万元，有感动捐

助者，请通过⽹络将捐款存⼊教会户⼝，并注明 Mission。 

4. 劉錦健神學裝備第三年。 

 

國語堂肢體代禱 
體康：黃梁英Carramar養老院12A；王丕基骨髓瘤在治疗中、韩桂珍、傅秀官、陈天真、

秦⽟珍、胡立明身體虛弱。求主看顾保守。 



 

粵國語堂肢體代禱 
體康：黄秀⽟在 Advantage Care（优势护理）George's Manor 3.17 号病房，到访者需出示

防感冒注射证书；張平在 Lansdown 养老院；林黄秀丽、许惠华、梁银枝、翁美珍、罗乐
恬、张春英、陳郭蘭芬等年老體弱在家。求主保守施恩。 

遠行：黄智雄悉尼柬埔寨⼯作；林淡辉在墨尔本。求主保守眷顾。 

 

每日感恩禱告事項：參看《周刊》 
v 每日祈願感恩：主禱⽂及特別感恩代禱。 

v 主日：為牧師、管事、堂委及帶領各項圣⼯聚會的弟兄姐妹感謝主，求主赐智慧能⼒

带领、爱⼼耐⼼牧养。為全體會眾﹕虛⼼依靠聖靈、熱⼼傳揚福音、誠⼼敬愛天⽗、
歡⼼彼此團契、恆⼼接受培訓、同⼼參與事奉，儆醒候主再來。 

v 周一：為新朋友和慕道友，求圣灵怜悯光照，早日認識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得著上

好福分。為初信者﹕掌握得救確據、穩固屬靈基礎、得著適切關懷、體驗肢體相交、
建立⼈神關係。 

v 周二：為經常沒參加主日崇拜、體康⽋佳的肢體、有特別需要的肢體（有喜待產、申

請居留、失業尋⼯）為在外﹕旅遊、探親、公幹的肢體。 

v 周三：為教會各項聚會及聖⼯的策劃及推展。 

v 周四：為英⽂部各項聖⼯領袖，兒童主日學、聖經開⼼樂園、青年團契、成⼈關懷小

組、姐妹組等；為神學⽣、宣教⼠；為康福社社會服務。 

v 周五：為澳洲、為原⽣國家、為世界求祝福：秉公⾏义、國泰民安、信仰自由、福音

⼴传、教会增长。 

v 周六：為自⼰；靠聖靈幫助提醒，藉讀經禱告親近主，過儆醒及聖潔的⽣活，成為主

合用的器⽫；為家⼈﹕求主供應所需，為未信主家⼈、親友、鄰舍，求主藉我們愛⼼
關懷和分享，感動引領他們早日認識信靠主；同沐主恩、同享主愛。 

《每日與神同行》第三十二週 
1 2 3 4 5 6、日 

耶 
21-25 

耶 
26-29 

耶 
30-33 

耶 
34-39 

耶 
40-45 

耶 
46-49 

 
上周崇拜 视频 網絡奉獻 

国粤语 95 5,180.00 



英⽂部 59 1,997.50 

主日合共 154 7,177.50 

代转奉献：感恩奉獻/教牧基⾦/
宣教奉獻等（不计⼊教会经常费
用）  

 500.00 

 
 

2020 年预算目标 $419,000.00 
每週经常费奉獻目標 $8,057.69 
上周实收经常费奉献 $7,177.50 

⾄上周预算经常费奉献 $241,730.77 
⾄上周實收经常费奉獻 $209,325.00 

差距 -$32,405.77 
 

⽹络奉献： 
教会鼓励选择在家中⽹上敬拜的弟兄姐妹，可以在⽹上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与供应。
教会银⾏账号：  
  

Commonwealth Bank 銀⾏ 
 Cabramatta Anglican Church 
 BSB： 062130 
 A/C# 11347893 

Reference 註明:  
英⽂崇拜：EN01OFF 
國語崇拜：CHI01OFF 
粵語崇拜：CHI02OFF 

 

牧者團隊    Pastoral Team	 
Rev Min Yaw Law 劉美耀牧師 0408 610 013 mlaw1467@gmail.com 
Rev Dr Tallis Tien 田宏恩牧師 0404 002 785 tallis.cac@gmail.com 
Kenny Kwan 关树仁传道 0404 023 842 sykennykwan@yahoo.com 
Valencia Tan 谭卉娟传道 0424 438 198 valenciatan0913@gmail.com 
Rev Robert Young 0448 728 680 Ryoung0379@gmail.com 
William Quach 0422 771 477  im.william.quach@gmail.com 
Hien Luong  0413 2595 45 hienrita@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