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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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2 日 

序  乐 哈利路亚 

宣  召 罗马书 15:13 

诗  歌 唯有耶稣 

诗  歌 万福源头 

祈  祷 王晓英姊妹 

读  经 约翰一书 1:1-4 

证  道 牧者心声 

回 应 詩 我神真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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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英姊妹 

颂  荣 王晓英姊妹 

祝  福 宋天祥传道 

默  祷  
 

证道经文：约翰一书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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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2日 7月 19日 7月 26日 

讲  员 宋天祥传道 孙蕾蕾传道 宋天祥传道 

讲  题 
牧者心声 

约翰一书 1:1-4 
砥砺前行 
帖后 3:1-5 

光里毫无黑暗 
约翰一书 1:5-2:17 

司  会 
王晓英姊妹 
(Sunny) 

陈阳弟兄 
（Charlie） 

彭洁姊妹 
（Jane）     

领  唱 
危婉珊姊妹 
（Vicky） 

朱锦冬姊妹 
（Judy） 

萧缚鹏弟兄 
（Jason） 

伴  唱 ---- ---- ---- 

读  经 
王晓英姊妹 
(Sunny) 

陈阳弟兄 
（Charlie） 

彭洁姊妹 
（Jane）     

司  琴 ---- ---- ---- 

音  响 ---- ---- ---- 

招  待 ---- ---- ---- 

收奉獻 ---- ---- ---- 

 
清点 

奉献 
---- ----- ---- 

 
家事 

分享 

王晓英姊妹 
(Sunny) 

宋天祥传道 
彭洁姊妹 
（J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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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弟兄姊妹一起在网上崇拜，用我们的身、心、灵一同来感恩赞
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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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新洲政府正逐步“解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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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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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祷
告主题-信靠神。这个月，我们要专注于更加信靠神。我们从经文开
始，让圣经告诉我们信靠神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怎样做？ 

4. 感谢主，教会的青年传道Dan Waugh经过多年的培训和服事，成功地
满足了浸信会联会认证的要求。教会将在7月26日任命他为牧师并邀
请您使用链接https://forms.gle/dUzx8dViqi4foULK9 回答一些问题，以
表示对Dan的支持。 

5. 加灵福浸信会会众视频 - 主题是“动物”，需要您的帮忙。若您有与
主题有关的照片或10秒钟视频，请在7月12日前把它发给Emma。在儿
童主日学的网上视频中Oliver 和 Mei会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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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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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在教会重新开始敬拜祷告，求神让我们有妥善的预备。为年轻人在
教会内以小组形式一起服事教会祷告。 

2. 为寻找新长老和新财务执事祷告，求神差合祂心意的仆人与教会牧者
和领袖有美好的配搭，一同建造神的家。 

3. 为我们教会的九名自愿者在罗斯里亚公立学校 Roselea Public School
辅导事工祷告，感谢神让他们已在“澳大利亚希望儿童”的装备，让
我们可以在辅导事工上荣耀主名。 

4. 为我们的信仰祷告，让我们注目在主耶稣身上，真知道神的旨意，让
我们在家庭、职场、教会成为神的见证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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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在孟加拉国的“撒玛利亚儿童之家”的校长Kawshala的丈夫已被主接
回天家，请为Kawshala和她的三个儿子祷告，求主看顾、安慰并赐力
量给他们。孟加拉国现在疫情严重，求神怜悯，帮助他们控制病毒的
蔓延，并让人民认识救主耶稣，悔改归向祂。 

7. 为2020年中文堂年度目标祷告，求神赐我们有信心和智慧，共同实现 
 

 
 
神所赐的异象和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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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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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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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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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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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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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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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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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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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这周让我们同心合意为魏豪达弟兄和Amanda姊妹，胡春明姊妹
(Carol)这两个家庭祷告。 

今日灵粮                                             7月12日 

团结与分离--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创世记 13章 8节 

艾文被分派和同事小迪共同进行一项专案，在这期间，艾文面临极
大的挑战，因为他和小迪对于执行计划的看法大相迳庭。尽管他们尊重
彼此的意见，但截然不同的做法却使冲突似乎一触即发。所以在冲突爆
发之前，他们决定与主管一起讨论彼此间的差异。后来，主管将他们分
配到不同的团队当中。事实证明，这是个明智之举。艾文也在那天学到
一个功课：要体现团结并不表示非得要在一起做事。 

当亚伯拉罕在伯特利向他的外甥罗得提议分道扬镳时，必然也是深
谙此理（创世记 13 章 5-9 节）。亚伯拉罕发觉那地无法容纳两方的牲口，
便明智地建议彼此分开。但首先他提醒罗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强调他们
是骨肉至亲（8 节）。接着，纵使亚伯拉罕身为长辈，但他仍极尽谦卑
地让外甥先选择（9 节）。有位牧师说，这是一种“和谐的分离”。 

上帝把每个人创造得独一无二，因此有时我们会发现，为了相同目
标而分头进行的工作成效更佳，这便是分歧中的合一。即便如此，盼望
我们永不忘记，我们都是上帝家中的弟兄姐妹，虽然做事的方法或许不
同，但我们的目标都一致相同。 

上帝啊，帮助我能与人同心同工， 
并能分辨在什么情况下分头服事会是最佳抉择。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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