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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新舊朋友參加今天崇拜聚會，祈願天父賜恩給你們在聚會中身心靈得益；|
同時歡迎大家參加本教會其他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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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日上午九時/十一時 

國粵語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宣召  眾立 

頌讚 讚美全能上帝 眾立 

認罪宣赦  眾立 

頌讚 主是我力量 眾立 

祈禱  崇拜主禮 

讀經 撒母耳記上 18:17-30 崇拜主禮 

講道 無可敵擋的神僕 詹啟豪牧師 

回應 靠著耶穌得勝 眾立 

使徒信經  眾立 

同領聖餐 管事及堂委協助 詹啟豪牧師 

歡迎来賓  崇拜主禮 

奉獻 主啊我今奉獻 眾坐 

報告代禱  詹牧師 

散會詩 全世界歸基督 眾立 

祝福  詹牧師 

差遣  詹牧師 

温馨提示 
 歡迎你今主日回教會與主內信眾同守聖餐。 

若你參加今天視頻直播崇拜，請在崇拜開始前，自備聖餐餅和葡萄汁;  

      放好在方便領取到的桌台上，在牧師祝聖餅和杯之後，同領聖餐。 
 

 

事奉團隊  
職責 本主日 

九时国语 
本主日 

十一时国粤语 
今週五受難節 
十時聯合祟拜 

下主日復活節 
九时国语 

下主日復活節 
十一时国粤语 

講員 
翻譯 

詹啟豪牧師 詹啟豪牧師 
李峰雲姊妹 

詹啟豪牧師 
高㯵姊妹 

詹啟豪牧師 詹啟豪牧師 
高㯵姊妹 

主席 

領唱 
恩光組    忍耐組 

方舟組 
盧艷玲姊妹 

和平以諾組 信心喜樂組 

司琴 林少聰弟兄 林少聰弟兄 林少聰弟兄 林少聰弟兄 林少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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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綱 
無可敵擋的神僕 
撒母耳記上 18:17-30 

詹啟豪牧師 

引言:   請問：人會怎樣做，去謀害一個優秀大能、年輕的勇士？古今中外，常
言道：英雄難過美人關。《愛情陷阱～美人計》是常見方法使一個英雄
跌倒。莎士比亞的歌劇《Othello》奧賽羅～摩爾人勇士大將軍的愛情悲
劇故事，就是一個例子。奧賽羅受到朋友欺騙，以為他的美麗愛妻，跟
他手下副將軍有私情；在他一怒之下，殺死了他的愛妻，然後才發現那 
只不過是一個謠言。最後在極度傷心中，奧賽羅自盡了。 

 今天經文也有差不多的情況：當掃羅王想要除去大衛，一位大受歡迎，
年輕救國的勇士。掃羅王使用《愛情的陷阱～美人計》來謀害大衛。 

1) 掃羅王設下第一個愛情陷阱 （18:17-19） 

2) 掃羅王設下第二個愛情陷阱（18:20-30） 

3) 撒母耳記上 18 章～叫我們看見什麼？ 

總結 :  撒上 18章提醒我們：沒有人能夠用計謀殺害《神用祂僕人完成拯救的計劃》
當時的大衛是預表今天的基督。因此下週受難節和復活節，提醒我們，有
一位充滿『愛』的神，引領我們到十字架跟前領受主耶穌的救恩。使徒保
羅又說：「『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
佩服的。」（提前 1:15） 

 

報告與代禱 
1.   國粵兩堂主日崇拜：上午九時正國語崇拜(實體崇拜及直播)，十一時正粵國

語崇拜(實體崇拜及直播)。歡迎您參加我們的主日崇拜。 
兒童主日學：歡迎家長帶你們的孩子參加兒童聖經班。 

2. 英文主日崇拜：上午九時正和下午三時正舉行崇拜。歡迎邀請講英語的家人
親友參加。 

3. 越南文主日崇拜：下午三時正舉行崇拜，歡迎邀請講越南文的親友參加。 

4.  二零二三年兒童事工的奉獻方式： 

a) 銀行轉賬： 銀行帳號與主日的奉獻一樣，請注明 CMD。 

b) 現金奉獻：請將認獻的金額放進信封，信封上注明 CMD， 
       並寫上你的姓名和聯系電話，封好信封，交給李峰雲姊妹 
       (堂管事)。 

6.   組長預查〔尼希米記〕：學校假期休假。（暫停週三晚組長查經預習。） 

7. 小組聚會及場地安排: 今主日歡迎參加，下主 (日學校假期) 週暫。 

時間 小組 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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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0:30 
信心組 康福社會議室 

忍耐組 週一晚聚會 

11:00-12:30 

蒙福組 副堂 Room 4 

恩光組 副堂 Room 2 

方舟組 康福社會議室 

雅比斯 康福社接待處 

*使用後, 請各組長和組員將所用的場地整理, 把枱椅放回原處。 

8. 週中小組聚會：今主日歡迎參加，下主日學校假期週暫 
週一晚: 頌恩組(國語)、週五早: 喜樂團契(粵語)、週六早: 仁愛團契(潮語)、 
週六晚: 和平以諾組(國語)。詳情向詹牧師詢問。歡迎參加。 

9. 國語堂肢體代禱：為秀秀手術後早日康復，；為王丕基在化療期間有主的看顧，
身心靈有主的安慰；為信徒身體軟弱有：汪俊超心臟不適，求主看顧醫治；黃梁
英在養老院；傅秀官、秦玉珍、胡立明、陳天真等人，求主保守醫治；惠敏老姊
妹在家休養，求主看顧保護。 

10. 粵國語堂肢體代禱： 為黃素麗在 Liverpool 醫院留醫代，求神繼續醫治，叫她
早日康復回家；繼續為小安邦右眼手術後康復及父母親照顧他時有主的力
量，身心靈有主的安慰；求主看顧盧順容在家起居身心平安；蕭寶蓮接受藥
物恢復體康代禱；繼續為盧艷玲的眼睛視網膜穩定不脫落及身體健康代禱，
求主醫治並能早日康復；為其他信徒的體康：许惠華，翁美珍等年老體弱在
家；林黄秀丽背部骨折復健中，請持續代禱；梁银枝，羅樂恬在养老院静
養，求主看顧他們的身心靈，賜喜樂健康。 

聚會預告 
1. 復活節各項聚會：  

    *  今週五受難節聯合崇拜～福音佈道會： 週五 4 月 7 日 早上十點正   
         信息經文：加拉太書 2:20     信息主題：無比的愛! 
    歡迎你邀請未信親友來聽福音. 

    *  下主日復活節主日崇拜～培靈奮興會：九點國語祟拜；十一點粵語祟拜 
         信息經文：福音福音 20:19-30     信息主題：耶穌基督的復活與你何關？ 
         預先禱告，潔淨自己，打開身心，求主復興.   

    *  復活節週一假日全教會五堂野餐會：週一 4 月 10 日 10 點開始 
         從教會出發約十二分鐘的車程。 
         請大家參加主內一家聯誼，從早上 10 點至下午 3 點，午餐後可預先離開 
         地點: Plough and Harrow, Western Sydney Parklands 
                    https://maps.app.goo.gl/xjCFCY4v5vTrt3w96?g_st=iw    

2. *  門徒事奉訓練： 學校假期間，查經小組休息時，將有兩個門訓：  

國語堂祟拜主禮/領會訓練～國語主日祟拜後  *4 月 16 主日 早上 10.45 點。  

    國語堂教會關懷訓練～國語主日祟拜後  *4 月 23 主日 早上 10.45 點。  

    粵語堂門徒事奉訓練～*有待安排。  



4 

 

3. 週二英語班：週二 9:30-12 點。歡迎邀請慕道朋友來參加學用英語會話。 

4. 週三功課輔導班：學校假期休假。 

5. 週四英語親子組：週四 10-12 點，歡迎家長帶學前孩童參加。 

6. 週五喜樂團契(粵語)：學校假期休假。 

7. 週五英語青少年團契：學校假期休假。 

8. * 週五詩班練習：週五晚上 7:30 練習。歡迎詩班員歸隊及新人加入。 
    請向盧艷玲姊妹詢問。 

9. 國粵兩堂禱告會：每月第三週六 (4 月 15 日) 11:15- 12:15 在教會副堂舉行。 
 請你預留時間參加禱告會，詳情向李峰雲姊妹(堂管事)詢問。 

10.  * 盟愛團契及愛加倍團契（國語）：每月第一個主日 (4 月 2 日) 5:30 至 8:30 。 
   這次聚會在林輝義和秋平夫婦家裡舉行，先聚餐後聚會。詳情向楊俊弟兄 
    (堂委員)詢問。歡迎參加。 

11.  * 恩雨生活團契（粵語）：（三月和四月份分別有會友年會及復活節要暫停） 
   下次聚會(5 月 14 日) 12:45 -2:30 在副堂樓上舉行，先聚餐後聚會。 
    歡迎參加。 

12.  雅歌團契（國語）：每月第三個主日下午(4 月 16 日) 下午 1-3 點 在牧師樓 
  舉行，先聚餐後聚會。詳情向詹師母詢問。 
 

每日感恩禱告事項 

❖ 每日祈願感恩：主禱文及特別感恩代禱。 

❖ 主日：為牧師,管事,堂委及帶領各項聖工聚會的弟兄姐妹感謝主，求主
赐智慧能力带领、愛心耐心牧養；為五堂會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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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儆醒等候主再來。 

❖ 周一：為新朋友和慕道人士：求聖靈憐憫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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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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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三：為教會各項聚會及聖工的策劃及推展。 

❖ 周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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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五：為澳洲、為原生國家、為世界求祝福：秉公行義、國泰民安、信
仰自由、福音廣傳、教會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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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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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1 2 3 4 5 6、日 

歷下 

24 

歷下 

25 

歷下 

26 

歷下 

27 

歷下 

28 

歷下 

29 

網络奉献： 
*教會鼓勵在網上崇拜的弟兄姐妹，在網上奉献，回應上帝的恩典舆供应。 

  教會銀行賬號： 

 Commonwealth Bank 銀行 

Cabramatta Anglican Church 

 BSB： 062130 

 A/C：11347893 

Reference註明: 
英文崇拜：E1 

9 點國語崇拜：C1 
11 點粵國語崇拜：C2 

兒童事工額外奉獻：CMD 

上主日崇拜聚會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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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團隊 Pastoral Team  

Rector: Rev Joseph Thiem   
   主任：詹啟豪牧師 

   0416 214 820 Joseph.thiem@cabra.church 

Rev Robert Young   

   助理：英文堂牧師 

   0448 728 680 Ryoung0379@gmail.com 

Rev William Quach 

   助理：英文堂牧師 

   0422 771 477  im.william.quach@gmail.com   

Rev Cam Phong Huynh 

   助理：越南文堂牧師 

   0466 232 728 cam.phongh@gmail.com 

Rev Trung Chanh Doan 

   助理：越南文堂牧師 

   0422 883 275 chanhdoan50@gmail.com 

   

教會中文堂聯絡 

  電子郵件： joseph.thiem@cabra.church          

  電話 ：詹啟豪牧師: 0416 214 820 

  地址：42 Cumberland Street, Cabramatta NSW 2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