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转账奉献信息 

银行名称：Baptist Financial Services, BSB No : 704-922 

Account Name 账户名: Carlingford Baptist Church, Account No 账号: 100016526 

教会奉献链接：bit.ly/CBCgiv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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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7 日 

序  乐 哈利路亚 

宣  召 诗篇 30：4 

诗  歌 天使歌唱 

诗  歌 最珍贵的礼物 

祈  祷 魏豪達弟兄 

读  经 启示录 4：1-11，提前 1：15 

       证 道 认识耶稣 

回 应 詩 让人从你认识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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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豪達弟兄 

颂  荣 魏豪達弟兄 

祝  福 黄健辉牧师 

默  祷  

                               

证道经文：启示录 4：1-11，提前 1：15 

 

加灵福浸信会信息 

青年牧师：Daniel Waugh 0433 029 455 

dan@carlingford-baptist.org 

韩语牧师：David Choi 0424 095 025 

divid@carlingford-baptist.org 

教会地址：Corner Pennant Rd & 

Alamein Ave Carlingford 
 

中文堂联系人：李慧苑 Rachael Tan 

 0421 597 519 

儿童事工: Emma Ridley 0401 965 614 

emma@carlingford-bapt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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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

值

表 

日  期 12 月 27 日 1 月 3 日 1 月 10 日 

讲  员 黄健辉牧师 联合崇拜 陈广文传道 

讲  题 
认识耶稣 

启示录 4：1-11， 
提前 1：15 

神奇妙的计划 待定 

司  会 魏豪達弟兄 陈阳 Charlie 蕭縛鵬 Jason  

领  唱 刘菊兰 Julia ---- 朱锦冬 Judy 

伴  唱 ---- ----  

读  经 张钧 Sophie 陈阳 Charlie 李晶 Catherine 

司  琴 ---- ---- ---- 

音  响 罗霖华 James ---- 魏豪達 

投影机 裴雨佳 Yica ---- 刘菊兰 Julia 

招  待 
蕭縛鵬 Jason 
朱锦冬 Judy 

危婉珊 Vicky 
蕭縛鵬 Jason 

刘巧英 Connie 
廖敏 

 收奉献 韩美馨 ----  廖敏 

 
清点 

奉献 

蕭縛鵬 Jason  
危婉珊 Vicky 

---- ---- 

 家事分享 魏豪達弟兄 ---- 蕭縛鵬 Jason 

 
儿童 

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暂停 

Cerys，Jane 

Yica 
 

Cerys， Sabrina 
Judy 

 茶  点 ---- 蕭縛鵬，危婉珊 ---- 

 会场安排 吴辰保 ---- David Tan 

 
会后 

清洁消毒 

吴辰保 
张钧 Sophie 

---- 
吴辰保 
廖敏 

mailto:divid@carlingford-baptist.org


主内消息 

1. 感谢黄健辉牧师带给我们主的信息，愿神赐福他的服事。 
2. 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教会现场或网上一同来敬拜祂！不回教会现场崇拜

的弟兄姊妹仍然可以在网上参与教会崇拜。主日崇拜的Zoom号码 : 

84288674633,网上链接为： https://www.carlingford-baptist.org/mandarin-

service/。儿童主日学在学校假期内暂停几周。 

3. 中文堂祷告会每周四晚上7:30继续在网上进行, 会议号码: 757 593 1222。 

4. 新的一年，新的机会。让我们以祷告来开始新的一年：请预留1月1日早
上9点或10点，用15分钟的时间专门的为教会祷告。祷告内容：求神带领
我们进入这个新的阶段；求神帮助我们专注于祂的使命 - 使人作基督的
门徒；为教会的领导层包括将来的牧师的安排祷告；为教会的合一；为
2021年所有的事工能在符合疫情措施的情况下，安全的开展。 

5. 2021年1月3日早上10点将有一个特别的联合崇拜, 庆祝三堂都回到教会现
场崇拜！ 

6. 邀请大家1月17日下午12:30 -2:30, 参加在Don Moore Reserve, Tiernan 

Avenue North Rocks的野餐，一起欢送Dan和Annika. 如果您想送给他们一
些祝福的话语或捐献给为他们准备的礼物，请在1月11日前把信息发到教
会和用链接https://www.giveway.org.au/bfsgiveway/farewell-gift---pastoral--

-daniel-waugh捐献. 

7. 请大家留意每周服事岗位，记得提前45分钟到教会为崇拜作准备。 

 

祷告事项 

1. 感谢主保守我们在教会现场的敬拜。求主更坚定我们的信心，信靠顺
服，仰望依靠祂的带领。求神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一同参与服事，建
立教会，传扬福音。 

2. 为教会的前路祷告，求神赐合适的牧者来牧养我们的教会。为教会的
过度期祷告，求主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教会的长老和领袖团队，好
让他们越发地认识神的带领且经历神的丰盛，在事奉的道路上不觉疲
乏。 

3. 面对新的一年，求神让我们明白祂对教会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何
等的美好，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的心，能满
心知道祂的旨意如何，赐给我们顺服的心，使我们能行在祂的旨意里
不偏离，走在主所喜悦的道路，行祂所喜悦的事。 

4. 为明年的读经计划祷告。求主保守大家读经的热心和对神的渴慕；让
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愿我们彼此勉励，共同追求灵命的长进 

5. 求神大能的手平息瘟疫，使疫情不再反复。让世界各国能回到正常平
稳的生活；愿人们在疫情面前，认真思考生命的意义，进而经历上帝
奇妙的引导和改变。 

6. 为圣诞期布道会所播下的福音种子祷告：求圣灵继续感动慕道友的
心，使福音的种子能发芽，成长，结出果实。 

7. 感谢神带领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和儿童事工领袖，感谢他们过去一年殷
勤的服事。求神让他们在假期内与主有美好的亲近时间，重新得力，
灵命继续成长并充满喜乐地来服侍主。 

8. 为澳洲的年轻人祷告, 他们经常听到耶稣基督的故事。祈求神以崭新的
方式向他们的内心说话, 并给他们带来新的盼望和观点，归向基督。 

9. 求神帮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与主有亲密的关系，能得听神的声音，使他
们所行的事上讨神的喜悦，并在他们里面创造清洁的心。求主祝福孩子
们在假期中與家人和朋友有美好的時光，假期生活快樂又充實。 

10. 为身体有病痛的弟兄姊妹祷告，求主怜悯，赐恩典，医治，并使他们
内心有主同在的平安。 

11. 为仍受着新冠病毒流行的严峻挑战的基督徒祷告，求神让他们创作可
在网上发布的经文短片; 训练教会使用传讯工具; 当无法举行实体聚会
时，调整教会的宣教事工; 并让教会的弟兄姊妹能有效的互相关怀。 

12. 求神使各国的领袖们能一心寻求神的公义和和平。使慈爱和诚实彼此
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让我们的国家、社会有真正的平安，百
姓可以敬虔度日。 

13. 这周让我们同心合意为Jimmy Jing，何洁芳（Kit）姊妹；和孔庆智弟
兄这两个家庭祷告。 

今日灵粮                       12月27日                                  

黑夜中的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诗篇 103篇 8节 

当我们家突然停电时，已经是夜幕低垂的时分了。此时，家中只有我和两
个年幼的孩子，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遇上停电。在确认电力公司已获知
电流中断的消息后，我找到了一些蜡烛，然后和孩子们挤在厨房里，围着
忽明忽暗的火苗。他们显得焦虑不安，于是我们开始唱歌。不久，他们脸
上的愁容便转为笑容。有时候，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需要可以安慰人心
的一首歌。 

当上帝的子民从被掳之地返回荒废已久的家园后，诗篇 103 篇可能是他们
吟唱或作为祷告的其中一首诗歌。在充满危机的时刻，他们需要唱歌，但
不是任何一首普通的歌，而是一首讲述上帝以及他作为的歌。诗篇 103 篇
还提醒我们，上帝满有怜悯、恩典、耐心，以及丰盛的慈爱（8 节）。此外，
若我们一直担心是否会因自己的罪恶而受审判，诗篇向我们宣告说上帝不
轻易发怒，他已经饶恕了我们，并且怜恤我们。当我们处于生命中漆黑的
夜晚时，我们可以歌颂这些上帝的特质。 

或许你发现自己的处境充满黑暗和艰难，甚至会令你怀疑上帝的良善和他
对你的爱。若是如此，不妨向那位满有丰盛慈爱的主祈祷并歌唱吧！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从你的生命、 
死亡和复活中看到上帝的爱。叫我把疲惫的头抬起来， 

让我可以歌颂你的良善和信实。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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