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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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4 日 

序  乐 哈利路亚 

宣  召 诗篇 149:1-2 

诗  歌 圣哉圣哉圣哉 

诗  歌 从亙古到永远 

祈  祷 李丹阳姊妹 

读  经 太 28:8-20 

证  道 疫情中的传福音计划 

回 应 詩 最珍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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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丹阳姊妹 

颂  荣 李丹阳姊妹 

祝  福 宋天祥传道 

默  祷  
 

证道经文：太 28；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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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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5 月 24日 5月 31日 6月 7日 

讲  员 Belinda Lakelin  黄健辉牧师 Emma 

讲  题 
疫情中的传福音计划 

太 28；18-20 
天国的福音要传遍 

太 24:1-14 
待定 

司  会 
李丹阳姊妹 
（Amy） 

彭洁姊妹 

（Jane） 
魏豪達弟兄 

领  唱 魏豪達弟兄 
萧缚鹏弟兄 
（Jason） 

魏豪達弟兄 

伴  唱 ---- ---- ---- 

读  经 
李丹阳姊妹 
（Amy） 

彭洁姊妹 

（Jane） 
魏豪達弟兄 

司  琴 ---- ---- ---- 

音  响 ---- ---- ---- 

招  待 ---- ---- ---- 

收奉獻 ---- ---- ---- 

 
清点 

奉献 
---- ---- ----- 

 
家事 

分享 

李丹阳姊妹 
（Amy） 

宋天祥传道 魏豪達弟兄 

 
儿童 

主日学 
---- ---- ---- 

 茶  点 ---- ---- ---- 

 育婴室  ---- ---- 

 会场安排 ---- ---- ---- 

 圣餐襄礼   --- 

about:blank
about:blank


 

主内消息 
1. 5月24日本主日下午3:00-4:00，全教会将举行网上下午茶聚会，不分年

龄，不分文化，请各位沏上一壶茶或是冲一杯咖啡，戴上你最最滑稽的帽
子，来加入下午茶聚会吧！聚会将在zoom上举行，界面与腾讯会议相似。
聚会链接为：https://us02web.zoom.us/j/82055854681，ID：820 5585 4681 

2. 因疫情的原因，5月31日的会友大会已取消。但所有的事工报告将会在下
周通过电邮分发，5月31日下午3点举行zoom网上答问会。现有三样事情需
要弟兄姊妹的关注和祷告：a)寻找新长老来接替任期已满的Betty Moore长
老，b)寻找新财务执事以接替因搬迁而将离开教会的Jonathan Maranic弟
兄。如您有感动，愿意服事请联系教会办公室或教会秘书Ian Read弟兄 
ian_read@optusnet.com.au。c)教会章程的更新。 

3. 新洲政府正逐步“解封”，各学校陆续开始复课。请各位注意留意政府所
颁布的信息，不可掉以轻心，认真做好防护，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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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是
每周日上午10:00准时开始，请各位相互转告。如需要技术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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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堂崇拜的网上链接为：https://www.carlingford-
baptist.org/mandarin-service/，请弟兄姊妹上网查看我们的敬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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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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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教会祷
告主题：宣教--全球和本地。反思在当前的环境下及疫情过后，我们的宣
教使命，怎样完成这个使命。本周特别为SRE和孩子们的希望祈祷。下周
学生返校时，又可以同他们分享圣经。祈求圣经的教师和帮助者们与孩子
们有好的互动，并与他们分享在耶稣里盼望；为“孩子的希望”（Kid’s 
Hope）项目祈祷，求同工们与学校一同预备好鼓励和帮助孩子们。 

7. “敞开的门“是一个服侍世界各地因信仰而被逼迫的基督徒的机构。他们
在超过60个国家装备受逼迫的基督徒，为他们提供圣经、培训、实际的生
活支援与鼓励等，使他们能在严峻的环境中，依然坚定信仰。今年我们教
会5月份宣教月会以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敞开的门“中东的希望”项目。教
会计划奉献8000澳元。网上奉献的链接 https://bit.ly/CBC-Open-Doors。 

8. 如弟兄姊妹不能在网上奉献，可以把奉献放在一个信封里，周二至周四早
上10点至下午2点之间带到教会办公室。 

9. 翻新计划已获 Parramatta 议会批准，教会将要面对资金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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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们所支持的宣教事工祷告：祈求神支持孟加拉国的儿童之家。保守他
们的安全，供应他们一切所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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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的慕道友能认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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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任牧师Steve的咽喉困扰祷告，经过去一段时间的
治疗，最近有复发的迹象，求主全然医治，以大能的手托住他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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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昊弟兄（John）+何娟姊妹（Grace），庄小群
姊妹（Joanne）这两个家庭祷告。 

今日灵粮                                             5月24日 
交谊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使徒行传 2章 46节 

孤单会严重威胁我们的身心健康，使人沉溺于社交媒体，或导致不良的饮
食习惯等等。英国一项研究显示，将近三分之二的人（不论年龄或性别）都会
在某些时候感到孤单。因此，英国某间超级市场就在店内的咖啡厅设立“交谊
桌”，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若有人需要人际互动，只需坐到桌前加入其
他人，或表示希望加入对话就可以与人交谈。当他们与人谈话时，便会觉得自
己与人产生联系，融入了群体。 

初代教会的会众也看重彼此间的联系，如果没有彼此扶持，他们可能会在
实践信仰的路上感到非常孤单，因为当时人们对基督信仰并不熟悉。所以信徒
们不仅“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明白如何跟随耶稣，他们也“天天同心合意
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彼此鼓励和相交（使徒行传 2章 42、46节）。 

我们都需要与人联系，这是上帝创造人类的本意！孤单所造成的痛苦，正
指出了我们的确有这种需求。就像初代教会的会众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
我们而言也是很重要的，因这关乎我们的身心健康，所以我们应该多与人交流，
也将这种联系互动带给身边有需要的人。 

上帝啊，求祢帮助我们主动与人联系， 
让我们自己和他人同得益处！--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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