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悉尼救恩堂

《本周背经》：来十二 28《新译本》
“我们既然领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应该感恩，照着 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事奉
祂。”

Carlton Methodist Church: 17 Planthurst Road, Carlton NSW 2218
Tel/Fax: 02-9546 2632 Website: www.cmcsydney.org.au

《本周祷文》：圣餐/圣灵降临后第廿五主日祷文
全能的上帝，主曾创造天地，又照主的形象塑造我们。求主教导我们在主的一切奇妙功成
中，认出主的作为，并以敬畏和感恩的心事奉主。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主
与圣父、圣灵，一同永生、一同掌权，永为一上帝，世世无尽。阿们。

主理牧者 Minister in Charge: 郑义强牧师 Rev Tony Tang
Mobile: 0431169 800 Email: tony4460340@yahoo.com
欢迎弟兄姐妹与牧者联系（除了周三牧师休息日）

14/11/2021

《本周代祷》
一、为世界祷告
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哀三 32）
✟为经历政变冲突、战争的国家（也门、缅甸、几内亚、叙利亚、南非、马里、阿富汗）祷告。
求和平的福音在这些国家广传，使人民和国家领袖能认罪悔改与神和好，与人和好。
✟为疫情严重的国家（美国、英国、土耳其、俄罗斯等）祷告。求慈悲怜悯的父神赦免众人的罪，
垂听祂子民的呼求，赐下拯救，医治众人，使疫情得以止息。
✟为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阿曼、伊朗飓风；泰国、印尼水灾；洪都拉斯大火；巴拉圭干旱）祷告。
求主大能的膀臂成为人的避难所和盼望。透过灾难看见神的心意，谦卑寻求独一真神。
✟求主兴起祂在各地的教会，举起祷告的手，不间断地为国家、人民警醒代求，使众人与神和好。
二、为十二年级（HSC）考生们祷告(Anna、Elise、Hayley、Rina、David、Rena）考期：9/11 - 3/12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丶也不斥责人的 神，主就必赐给他。（雅一 5）
✟感谢神赐予求学的机会，求主赐予孩子们平静信靠主的心、洁净考场，充分发挥所学，见证高举主。
✟感谢神赐予关爱孩子们的父母，在这特别的时段给予最大的鼓励和陪伴，让主的爱流入每个人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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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每周聚会与活动 Weekly Church Events & Activities
华语主日崇拜 Chinese Worship

每主日上午 Sunday8:45am

英语主日崇拜 English Worship

每主日上午 Sunday11:00am

儿童主日学 Children Sunday School

每主日上午 Sunday8:45am & 11:00am

信仰课程班 Enrichment Class

《新生命》于主日上午 11:15am 在线上学习
《门徒之道》周六上午 9am 于线上学习

教会祷告会 Prayer Meeting

每周二晚上 Tuesday7:30pm

成年团契 Adult Fellowship

每双数月第一周六晚上(1st Sat)7:30pm

姐妹团契 Sister Fellowship

每月第三周六晚上(3rd Sat)7:30pm

乐龄团契 Senior Fellowship
细胞小组 Cell Group

每单数月第一周四上午(1stThu) 10:30am
每月第二、四周五/六晚上(2nd& 4thFri/Sat)7:00/7:30pm

堂会诗班 Church Choir

每周四晚上 Thursday7:30pm

敬拜团练习 Worship Team Practice

每周六下午 Saturday4:00pm

诚心欢迎并邀请弟兄姐妹参与每主日 8:15-8:35am 的晨祷会，预备己心，朝见上帝!

下周：基督君王主日崇拜诗歌与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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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上帝的旨意隐藏的服事

教会福音车固定于每周日 8:00-8:15am 之间或特别聚会时停靠 Hurstville 火车站
警察局对面。任何咨询，欢迎随时联系执事会主席陈亨诚弟兄（0405 474 135）。

《欢迎与报告》

卅周年感恩庆典/圣灵降临后第廿五主日崇拜程序
安静默祷

【唱肃静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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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挚诚欢迎：欢迎所有回来敬拜的肢体。特别欢迎第一次参加救恩堂主日崇拜的新朋友，请将欢
迎卡填妥后交给招待员，以便联络。另外，我们也特别欢迎黄永森会督、会督娘及夏长华牧师
莅临本堂，参加本堂 30 周年感恩崇拜。愿主特别赐福牧者们的家庭与事奉，蒙恩、得力！
2. 线上成人主日学：旧约纵览，导师：刘孙宏牧师。欢迎今晚 8:00 登入 Zoom 平台，准时开课。
3. 周二敬拜祷告会及主日晨祷：来临周二（16/11）晚上 7:30 在教会举行，鼓励大家一起参加，
经历神丰盛的恩典。另外，每主日上午 8:15 晨祷会，诚心邀请肢体们提早前来参加。
4. 救恩堂《宣教认献》：感谢神祝福 6/11 本堂首办的宣教聚会。诚恳邀请还未填写【宣教认献】
的肢体，认真祷告，一起参与神国度的福音圣工，献上生命及金钱【认献目标：澳币$70,000】。
5. 招募【救恩堂布道队队员】：会友与布道委员会有意成立布道队，以完成基督所托付的大使命。有
负担参与定期街头布道及分发福音单张的肢体们，即刻可以向执事：刘海燕姐妹报名，主必记念。

6. 【姐妹团契】：将于 20/11 晚上 7:30 举行“选举及见证分享会”，欢迎姐妹们踊跃出席参加。

参加实体崇拜或聚会者之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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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事奉】

感恩呈献

感恩视频、感恩献诗、感恩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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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诚欢迎所有主内肢体回来参加实体的崇拜
并教会任何的大小聚会。
按照新州卫生局的要求，凡未完全接种疫苗
者（两剂为准），避免在会中开口唱歌。
若有身体不适者，切勿进场，请即刻接受检
测，并返回家。若有需要者，也请咨询您的
家庭医生。
请您务必全程佩戴口罩参与室内的聚会。
请您务必在入口处扫描二维码登记，方可进
入会场。
崇拜结束后，请从正门或侧门离开会场。若
在户外谈话、沟通时，仍需注意社交距离。
非常谢谢主内家人们的谅解及合作！

《本周灵修》（取自【荒漠甘泉】—考门夫人著）

郑义强牧师

欢迎报告
差遣诗歌

赞 317 早起撒主种子

祷告祝福
唱阿门颂

会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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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叠阿们
安静默祷、与肢体们彼此问安、祝福！
《新生命》于崇拜后线上学习，欢迎登入
ZOOM：670 709 4779

会众立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十二 11）
当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同他们的母亲前来，求耶稣赐他们在国里一个坐在他右边，一个
坐在他左边的时候，耶稣并不拒绝他们的请求；不过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作他所作的工，能喝他
所喝的杯，能受他所受的浸他们并非是没有希望的。
雅各，约翰所要的，我们要不要呢？我们也并非是没有希望的。最宝贝的东西往往是包围在最
艰难的东西中间的；所以我们若要得到它们，就必须先遇见高山，森林，铁车烈火。因为艰难死冠
冕的代价。得胜的牌坊不是用玫瑰和丝线织成的，乃是用重击和血痕织成的。我们今天所忍受的艰
苦，乃是主给我们用以赢得冠冕的工具。
你不必等候理想的环境，离奇的困难，梦想的危险；你只要起来应付神今天所放在你四周的现
成的事情好了。你荣耀的冠冕原埋藏在这些东西——你生活上每月每日每时所压迫你的那些艰难和
试炼——中心。最困难的事情，并不是世界所知道的那些；乃是在你心里一件极小的秘密，除了主
以外，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一件你连提都不敢提起的小试炼，那常比殉道还难受！
亲爱的，你的冠冕正埋在那个地方。但愿你能赢得！——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