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異象：神的⼦⺠，紮根成⻑；宣講福⾳，直等主來 

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立比書 2:3-5上） 
 

2021 年 10 ⽉ 17 ⽇ (週⽇) 【43 週】主⽇網上崇拜秩序 
 

崇拜視頻連結：https://youtu.be/VWsdu2MpF3o 
 

以等候頌揚 
     來敬拜神 

序樂默禱，主在聖殿中 司琴 
宣召經⽂：詩 36:5－7， 40:11 李林栩弟兄 
頌揚：榮耀是主聖名（世紀頌讚 13） 
禱告 / 主禱⽂ 
 

會眾 
李林栩弟兄 

以揚聲讚美 
    來敬拜神 

彼此相愛 

（讚美之泉 05） 

會眾 

 

以熱愛教會 
    來敬拜神 

家事分享 視頻 
以⼗⼀納捐及奉獻來敬拜神 會眾 
代禱 / 奉獻禱告 
 

李林栩弟兄 

以聆聽信息 
    來敬拜神 

讀經：約翰壹書 3:16-8，4:7-21  特別組合 
講道：⽣命的「神」度系列 6 
            「神」度的愛⼼ 

邱國煌牧師 

詩歌：世⼈認識基督徒因著愛 
            （詞曲: Peter Scholtes） 
回應：愛的禮物（世紀頌讚 241） 
 

會眾 
 

以領受祝福 
    來敬拜神 

祝禱 牧師 / 會眾 
阿們頌 會眾 
默禱散會 會眾 

 



歡迎舊友新知前來參加網上崇拜。如果您已是基督徒，正
在尋找教會，期待您在我們恢復實體崇拜後來參與加⼊。
如果您是慕道友，盼望您常來這裡追求真理、認識主耶穌
基督，願這裡成為您屬靈的家。祈願我們以⼼靈誠實的敬
拜，與神相遇，天⽗賜恩給我們在聚會中⾝⼼靈得⼒，經
歷更豐盛的⽣命。散會後彼此團契，相互連結。 

 

網上視頻：教會的崇拜每週將上載到 YouTube 頻道，請⼀起來參
與，⿎勵及與他⼈分享網上崇拜。⿎勵⼤家訂閱點贊，以便可以按
時收到最新上載的視頻。請按照敬拜⽇期，點擊下列的鏈接：
https://bit.ly/3euCHKA 或掃描⼆維碼登錄參加。 
 

返回教會實體聚會的「路線圖」：感謝神，疫情逐漸舒緩，國⺠疫苗注射也達
到了 80%。新洲政府已宣佈返回教會參加實體聚會的「路線圖」。經過商討之
後，凱登園華語堂及英語堂將在 10 ⽉ 31 ⽇早
上 10:00，同步恢復實體崇拜和各種不同的聚會
及團契。為了確保此「路線圖」可以按計劃進
⾏，新州政府規定每個參加公眾活動的⼈仕，
包括參加教會活動在內，都必須完成接種兩劑
疫苗。鑑於需要預留⼀段頗⻑的時間，才能完
成接種第⼆劑的疫苗，教會誠懇地⿎勵所有弟
兄姊妹們，盡早安排及完成兩劑疫苗的接種。 
 

「聖誕禮盒」：在肺炎疫情和政府限敍措施影響下，今年的「聖誕禮盒」募捐
⾏動將更改。⼤家可以透過網路直接捐款
給舉辦機構「好撒⾺利亞會」代購禮物。
每⼀個禮物盒連郵費是 30 元。請在 11 ⽉
30 ⽇前掃描⼆維碼進⼊網站選購及親⾃留

⾔給收取禮物盒的孩⼦。在疫情的陰薶下，深信當孩⼦們
會得着更⼤的⿎舞和喜悅。⿎勵⼤家去參與這個⾏動。亦
懇請代禱，求神祝福整個過程，及使⽤這個事⼯。詳情亦
可與宣教差傳委員會的 Ivan Cheung 聯絡。 
 

網上聚會及會議（週四晚上 8:00） 
10 ⽉ 21 ⽇：教會禱告會 
10 ⽉ 28 ⽇：個別⼩組在不同時間及⽅式聚會，若你還沒⼀
個有屬於⾃⼰的⼩組，請與下列組⻑聯繫，積極來參與。何
素娥姊妹（0405155880）；冼鳳珍姊妹（0423383280）； 
張開運夫婦（0411031286）；林寶順夫婦（0402959858）； 

嚴雪敏姊妹（0420276304）或與邱國煌牧師（0420335655）查詢。 



招聘兒童事⼯同⼯：教會現正招聘兩位同⼯，由 2022 年初開
始，分别負責統籌 Strathfield 及 Croydon Park 堂址的兒童事
⼯。這兩個都是部份時間職位。教會⼀向都很重視兒童事⼯，
⺫的是在孩童年幼時，撒下福⾳種⼦，培育他們認識聖經真
理，成⻑為愛 神⼜熱⼼事奉的基督徒。如有興趣知道更多有關
這兩個職位的細節，請按掃描⼆維碼連結教會網⾴查看。 
 

執事會通告：本年度之週年會員⼤會謹定於 2021 年 11 ⽉ 21 ⽇ 
(星期⽇) 下午 12:30 在 Strathfield 禮堂舉⾏。執事會⿎勵會員們
能實體參加。 該會員⼤會亦會以 Zoom形式 (請掃描⼆維碼參加)，
但只供在線收看。有關教會年報及會員⼤會議程，將於 10 ⽉ 31
⽇以電郵把電⼦版本傳送給各會員，亦備有⼩量印刷版本，可在

各禮堂後⾯司事桌索取。 
 

教會財政狀況及建堂基⾦特别奉獻：感
謝神讓我們可以在封城後重返教會參加
實 體 聚 會 。能返 回 Strathfield 及
Croydon Park 這兩個裝修擴建後的堂
址，實在是令⼈興奮的事。我們當趁此
良機，⽤喜樂、謝恩的⼼，以奉獻向神
作出回應。適逢 10 ⽉ 31 ⽇為每雙⽉⼀
次為建堂基⾦收取特別奉獻的⽇⼦，請
考慮為建堂基⾦作出特别感恩奉獻。雖
然現時兩堂裝修擴建⼯程已完結，但在
未來數年內，仍要繼續償還免息借貸的款項。請參看教會財政狀況附圖 (請留意
建堂基⾦與奉獻預算的⼤差距)，並請為教會的特别需要作出擺上。 

 

地上所有的，無論是地上的種⼦， 
是樹上的果⼦，⼗分之⼀是耶和華
的，是歸給耶和華為聖的。 
（利未記 27:30） 
 

教會亦已加設 Tithe.ly 網上奉獻，請點擊以下連接，登陸後即可： 
https://tithe.ly/give_new/www/ - /tithely/give-one-time/1291374 
 

若上述⽅式不便，可將奉獻放在信封，註明姓名及數額後，交給執事代轉教會
財政。請弟兄姊妹按著上帝的感動奉獻，⽀持教會運作。 
 

財政報告 上週奉獻 每週預算                           $ 30,970.00 

經常費 $      16,142.58 $ 19,842.00 總數    $ 29834.63 
 

不敷     $    955.37 
宣教基⾦ $        8,833.00  $    4698.00 

裝修⼯程 $        4,859.05  $    6250.00        



凱登園華語堂網上崇拜事⼯輪值表 
 
 

 10 ⽉ 17 ⽇ 10 ⽉ 24 ⽇ 

主席 李林栩弟兄 何素娥姐妹 

宣召經⽂ 詩篇 36:5－7， 40:11 歷代志上 29:10-13 

講員 邱國煌牧師 邱國煌牧師 

講題 
⽣命的「神」度系列 06 

「神」度的愛⼼ 
⽣命的「神」度系列 07     

「神」度的確定 

講道經⽂ 約壹 3:16-18，4:7-21 約壹約壹 5:11-20 

讀經員 特別組合 徐梅姐妹 
 

主前舉起聖潔的⼿ 禱告 
 

Adoration 讚美：耶和華---祢配得⼀切的頌讀與景仰。祢是創造天地的

神。祢讓星辰⽉亮各安其位。祢雖然掌管⼀切，但仍尋求與祢的受造物

產⽣聯結。祢的所有作為都配得讚美與敬拜。當我們尋求祢的⾯，我們就⾼舉

祢的名---耶和華。祢坐在⾄高的寶座上，我們仰幕祢。祢是全能偉⼤的神，政

權興衰的掌控者。祢恩待並眷顧⼀切的⽣命，熱愛我們的靈魂。 
 

Confession 認罪：耶和華，我們帶著懺悔的⼼來到祢⾯前，因我們常常

不尊崇祢為神，不尊敬祢是我們⽣命的主宰。祢等待我們晨昏定省，共

度⽇夜，時時談⼼，我們卻常在無意義的紛擾世事中虛擲光陰。祢是⼀位關係

的神，渴望時時刻刻與我們同⾏，就像祢在創世之初，與亞當夏娃同⾏⼀樣。

但我們卻時常選擇踽踽獨⾏，漠視祢與我們同在所帶來的祝福與喜樂，祈求祢

赦免。 
 

Thanksgiving 感謝：耶和華，感謝祢渴望與我們親近。感謝祢雖偉⼤崇

⾼，但仍與卑微的⼈同在。感謝祢誠⼼善意，不斷把愛澆灌在我們的⽣

命上。感謝祢充滿恩典與耐⼼，在我們掩⾯不看祢時，祢依然慈愛如昔。 我

們⽣活在祢美麗的創造中，但卻忘記為這⼀切讚美祢，歸榮耀與祢。現在，為

了祢所創造的⼀切，為著渴望完全認識我們，並賜我們又福氣及能⼒來認識祢，

我們要獻上滿⼼的感謝，祈求祢悅納。 

 
Supplication懇求：耶和華---我們內⼼最⼤的呼求，就是能認識祢並被

祢認識，以便體會祢我之間的深沉親密關係。求祢給我們能⼒去深愛祢，

並接受祢對我們的愛。當我們的內⼼剛硬與與疲憊時，求祢提醒我們，祢的愛

何等純淨，並撫摸我們的⼼讓它重新敞開。當我們的頭腦太重理性分析時，求

祢讓我們再度對祢和祢所創造的⼀切感到奇妙。譆我們的⼼隨著祢的話語和聖

靈的清風，⼀起振奮⾶揚。讓我們的腳步放緩，在⽣活中始終與祢同⾏。幫助

我們尊祢為王，並拓展祢的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