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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lingford Baptist Church 

加灵福浸信会中文堂早上 10:00 网上聚会 
2020年度主題经文—以弗所书 4:13：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

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2020 年 4 月 26 日 

序  乐 哈利路亚 

宣  召 诗篇 33:18-22 

诗  歌 以爱相连 

诗  歌 荣耀三一神 

祈  祷 彭洁姊妹 

读  经 腓立比书 1:3-11 

证  道 圣徒相通 

回 应 詩 教会独一的根基 

奉  献 
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和福分，还不是基督徒的， 

不用参与，但甘心乐意的奉献，为上帝喜悦 

报  告 宋天祥传道 

颂  荣 宋天祥传道 

祝  福 梁明生牧师 

默  祷  
 

证道经文：腓立比书 1:3-11 

加灵福浸信会信息 

主任牧师：Steve Hales 0411514767 

steve@carlingford-baptist.org 
韩语牧师：David Choi 0424 095 025 

divid@carlingford-baptist.org 

中文传道：宋天祥(Nick Song)  

0421 755 772 

nick@carlingford-baptist.org 

青年传道：Daniel Waugh 0433 029 455 

dan@carlingford-baptist.org 
儿童事工: Emma Ridley 0401 965 614 
emma@carlingford-baptist.org 
教会地址：Corner Pennant Rd & 
Alamein Ave Carlingford 
教会电话：9872-3022 
电   邮:office@carlingford-baptist.org 

             溫馨提醒﹕请在主日崇拜前将手机关上或者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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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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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4 月 26日 5月 3日 5月 10日 

讲  员 梁明生牧师 宋天祥传道 宋天祥传道 

讲  题 
圣徒相通 

腓立比书 1:3-11 

宣教士--耶稣 

路加福音 4:16-21 

异象与差遣 

以赛亚书 6:1-8 

司  会 彭洁姊妹 
(Jane) 

魏豪達弟兄 
罗霖华弟兄 

（James） 

领  唱 
萧缚鹏弟兄 
（Jason） 

魏豪達弟兄 
危婉珊姊妹 
（Vicky） 

伴  唱 ---- ---- ---- 

读  经 
彭洁姊妹 
(Jane) 

魏豪達弟兄 罗霖华弟兄 
（James） 

司  琴 ---- ---- ---- 

音  响 ---- ---- ---- 

招  待 ---- ---- ---- 

收奉獻 ---- ---- ---- 

 
清点 

奉献 
----- ---- ---- 

 
家事 

分享 
宋天祥传道 

彭洁姊妹 
(Jane) 

萧缚鹏弟兄 
（Jason） 

 
儿童 

主日学 
---- ---- ---- 

 茶  点 ---- ---- ---- 

 育婴室 ----  ---- 

 会场安排 ---- ---- ---- 

 圣餐襄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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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内消息 

1. 感谢梁明生牧师的网上证道，愿神赐福他的服事。 
2. 因冠状病毒侵扰的原因，教会将采用网上腾讯会议的方式来聚会，

崇拜开始的时间是每周日上午10:00准时开始，同时会在YouTube上
直播，请各位相互转告。如需要技术支持，请联系陈阳弟兄、豪达
弟兄和任秉璇 Bryan弟兄。感谢神让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一起来
敬拜祂！ 

3. 因澳洲政府的一些特别规定，教会的联合崇拜都改成各堂会单独以
各自的方式进行。国语网上链接为： https://www.carlingford-
baptist.org/mandarin-service/，请弟兄姊妹上网查看我们的敬拜。 

4. 诗班训练暂停，中文成人主日学暂停，教会退修营将改期，何时开
始请等通知。 

5. 每周四中文堂祷告会继续在网上进行，请弟兄姊妹踊跃参与。本月
教会祷告主题：所面临的危机—第四周：为因需要隔离而引起的焦
虑及情绪/精神问题的人祷告，为年长者祷告。 

6. 5月2日（星期六）中文堂负责护理教会园地，早上9点开始。愿意帮忙的
弟兄姊妹请联系赖亮超弟兄0426 517 296。 

7. 翻新计划已获 Parramatta 议会批准，教会将要面对资金短缺问题。 
8. 冠状病毒疫情已开始在澳大利亚各地蔓延，请弟兄姊妹注意防护，

保重身体，不要恐慌；也请弟兄姊妹关心有需要的家庭。 
9. 教会将在5月31日的会友大会结束后，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根据《教

会宪章》的要求，对《教会宪章》的一项“修订内容”进行投票表
决。“修订内容”的具体细节将会在5月3日周日，即特别会议召开
之前的四周公布。 

10. 请大家留意每周服事岗位，记得提前登录腾讯会议界面参加崇拜。 

祷告事项 

1. 为在国内外的宣教士祷告，求神保守他们的安全，让他们知道神在
危机中的大能作为，兴旺神的福音。 

2. 为在澳洲以及世界各地蔓延的冠状病毒引发肺炎祷告，求神大能的
手平息瘟疫，让世界各国能回到正常平稳的生活；求神看顾奋斗在
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的安危，保守他们能救治更多的患者；为患病
的家庭祷告，求神让他们早日康复；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NSW州
政府祷告，求神赐给他们智慧与力量来减缓病毒所带来的影响；求
神开全世界人民的眼目，仰望神，悔改归向主。 

3. 为青年和青少年祷告，他们中会有一些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不会去
上学，求神安慰他们驿动的心，计划好自己的生活；为面临失业危
机的人祷告，求神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也为我们众弟兄姊妹祷告，
让我们能伸出援助的手，用基督的爱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 

4. 为2020年国语事工年度目标祷告，求神赐我们有信心和智慧，共同
实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异象和使命：到2020年底中文堂将稳定在 
 

 
 
80-90信徒参与教会崇拜；更多的弟兄姊妹参与教会家庭小组；在
主里合一，共同追求灵命增长。 

5. 为教会传福音事工祷告，让我们成为神的器皿和福音的管道，在这
瘟疫危害的时刻，有智慧地传播福音，让更多的慕道能友认识神。 

6. 为拟建立的“长者团契”祷告，求神使用这个团契，在合适的时
间开展这个事工，也求神继续感动有心志的人带领这个团契。 

7. 求神在这个非常时期，促进弟兄姊妹更多参与小组生活，在小组
一起读经、祷告、共同追求灵命长进。 

8. 为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祷告，求神让他们有好的检查与治疗。愿
每位弟兄姊妹有健康的身体，活泼的灵命事奉主。 

9. 为我们的家庭关系祷告。求神赐我们有彼此顺服的心，彼此相爱
的心，让我们能在家庭中成为福音的美好见证。 

10. 为“教会翻新计划”祷告，求神让我们看到翻新计划的属灵意
义，能筹措到足够资金，保守翻新计划顺利进行。 

11. 为那些很久没有来教会的或还在海外的兄弟姊妹祷告，求主保守
看顾,找到合适的属灵的家来敬拜赞美神。 

12. 为教会牧师们祷告：主任牧师Steve Hales，韩语堂David Choi，青
少年Dan Waugh和国语宋天祥传道，求主赐智慧力量，让他们同
心合一带领教会传主福音。 

13. 为兄弟姊妹的读经祷告，求主保守大家读经的热心和对神话语的
渴慕，坚持每天读圣经。 

14. 这周让我们同心合意为吴辰保弟兄，吴凤英姊妹这两个家庭祷
告。 

今日灵粮                                             4月26日 

天父喜乐欢唱-- [祂]必因你喜乐欢唱。—西番雅书 3 章 17 节，新
译本 

丹迪喜欢透过唱歌来鼓励别人。有一天，我们到他最喜欢的餐厅吃
午饭，他注意到他认识的一位女服务生面带愁容，便问了她几个问题，
随即轻声地唱出一首悦耳轻快的歌来鼓励她。当我们点餐时，这位女服
务生笑着说﹕“你人真好，现在我的心情好多了，谢谢你！” 

当我们阅读西番雅书时，会发现上帝也喜欢唱歌。先知巧妙地以文
字描绘了一幅景象，形容上帝是个音乐家，喜欢为祂的儿女唱歌，也会
和他们一起欢唱。他写道，上帝“必因你欢欣快乐，必默然爱你，而且
必因你喜乐欢唱”（3 章 17 节，新译本）。上帝应许永远与那些因祂怜
悯而得着改变的人同在，不仅如此，祂还邀请祂的子民与祂一同“满心
欢喜快乐”（14节）。 

我们可以想像，将来那一天，我们与上帝及所有接受耶稣为救主的
人相聚时，听到天父为我们唱歌，也和我们一同欢唱，同时又能体会祂
的慈爱和接纳，这是多么美好且令人向往啊！ 

天父，谢谢祢爱我们， 
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祢不仅接纳我们， 

并因我们成为祢的孩子而欢喜快乐。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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