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基督教华人卫理公会悉尼救恩堂

《本周背经》：约三 30
施洗约翰说：“祂必兴旺，我必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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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祷文》：基督君王主日祷文
全能永生的上帝，祢的旨意就是要万事万物，在祢的爱子丶万王之王丶万主之主丶耶稣基督
里，返璞归真：求祢施怜悯，使世上被罪所分裂和奴役的各民族，在祂最仁慈的管理下，可
以获得自由并联为一体；圣子和圣父丶圣灵，惟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权，永世无尽。
阿们。

休息日：周三郑牧师/周四吴传道

21/11/2021

《本周代祷》
1、为救恩家计划成立【布道队】祷告。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 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後是希腊人。”
（罗一 16）
✟求主点燃我们爱人灵魂的心，看见失丧灵魂的需要，为他们的救恩迫切祷告。
✟求圣灵帮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预备自己成为十字架的传递者，勇敢迈出信心的脚步，喜报佳音，
不畏惧人的眼光和想法，愿意与人同享福音的好处。
✟求主帮助我们在家庭、职场、学校、生活中活出基督的见证，使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祂是真神。
✟求主使用众教会借着【基督降临期】为祂赢得更多的灵魂，带领人作主的门徒。
2、为本周【23-27/11】的年议会牧者训练及澳洲华人卫理公会第廿届议会顺利进行祷告。
“凡事谦虚丶温柔丶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
心。”（弗四 2-3）
✟求主的灵更新每一位牧者的事奉，也保守众领袖在合一中彼此商讨并决议主的圣工，愿主名被尊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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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每周聚会与活动 Weekly Church Events & Activities

救恩堂圣工事奉人员轮值表（恕不称呼）

华语主日崇拜 Chinese Worship

每主日上午 Sunday8:45am

今主日 11 月 21 日

下主日 11 月 28 日 洗礼/入会

英语主日崇拜 English Worship

每主日上午 Sunday11:00am

方婉冰
张济富牧师
林生兰
C组
吴卫东、吕 柯、刘梦怡、陈昱、李金玉
黄永佳
吴凤萍
马 月、王旭晖
林小萍

郑晓荣
郑师母
刘海燕
F組
凌 云, 厉 骅、李嘉江,张 枬, 田 铭
林慧明
吴多加
许道聪、乔志平
韩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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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单数月第一周四上午(1stThu) 10:30am

细胞小组 Cel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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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电子转账资料 (Electronic Transfer):
救恩堂账户名(Account Name): Carlton Methodist Church (NSW) Inc;
分行号码(BSB No): 012-341, 账户号码(Account No): 475290574;
转账时，请提供您的捐款如何显示在布告版的报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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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临期第一主日崇拜诗歌与经文
宣召

诗歌

启应经文

信息经文

证道信息

诗一一三
1-3

赞 49，46, 44

诗篇 93

来一 1-4、
二 2-3、三 2-6

超越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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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君王主日崇拜程序
安静默祷

【唱肃静歌】

会众坐

始礼宣召

诗一一二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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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 41 快来拥主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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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九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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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荣耀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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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经

会众立

证道经文

路一 5-25、约三 27-30

证道信息

【承载上帝的旨意 - 隐藏的服事】

诚心奉献

赞 329 主啊，容我与你同行！

主席
张济富牧师

会众立

唱献礼颂

会众立

欢迎报告

郑义强牧师

差遣诗歌

赞 110 我事奉永活救主

祷告祝福
唱阿门颂

会众立
郑义强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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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挚诚欢迎：欢迎所有回来敬拜的肢体。特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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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张济富牧师今天的证道，愿主赐福张牧师、师母及家人。
2. 【线上成人主日学】：旧约纵览，导师：刘孙宏牧师。今晚 8:00 登入 ZOOM 平台，最后的一
堂。
3. 【周二敬拜祷告会及主日晨祷】：来临周二（2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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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认献】：诚恳邀请还未填写【宣教认献】的肢体们，认真思想、祷告，一起参与神国度
的福音圣工，投资永恒，献上生命及金钱。今年认献目标为【澳币$70,000】，目前参与者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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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道人训练会与第廿届年议会】：于本周二至六（23-27/11）在线上举行，请祷告中记念。
7. 【洗礼/入会】：下主日婴儿洗礼：黄芮雅-父母【黄道宏、杨忆荣】，入会：梁 颖。请代祷。
8. 【成年团契】：于周六（4/12）晚上 7:30 在教会有聚会，【选举与见证分享会】，敬请成团会
员积极参加
9. 【停止线上直播】：感谢神的恩典与怜悯，新州政府已逐步开放群体的聚会。故，救恩家将于
5/12 终止 ZOOM 直播，鼓励所有主内肢体一起回来，记念救主舍身流血的功劳，领受圣餐。
10. 【圣诞中英联合崇拜】：将于 25/12（周六）上午 10 点钟举行。请预备心一起来记念救主降生。
11. 【守夜崇拜】：将于 31/12（周五）晚上 9.30 举行，欢迎各肢体提供照片以制作回顾感恩视频。

会众立

参加实体崇拜或聚会者之重要指示：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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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未完成接种疫苗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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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自己图谋大事么？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那里去，
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四十五 5）
在极大的灾祸中，耶和华给耶利米一个安全的应许，就是“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在这末世时
代，这应许在我们身上，也是非常适用的。
“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能从毁灭者的爪牙中间抢出我们自
己的命来，好象大卫从狮子口中抢出羊羔来一般。这并不是挪去战争，挪去仇敌；这乃是在敌人面前
摆设筵席，在风雨中建立避难所，在灾祸中间存留性命。保罗的刺虽然没有离开他，但是基督的恩典
够他用的，基督的能力覆庇了他。主啊，求你使我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在最危险的环境中得获胜利！
——译自地上的天上生活
我们常求脱离灾祸，却不求在灾祸中间得胜；我们应当活在灾祸中间，深信我们被保守在神的庇
护之下，决不能受到丝毫伤损。我们的主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四十昼夜，虽然又饿又倦，魔鬼并不
能伤害他。火窑虽然比寻常烧热七倍，三个希伯来人却在火中游行。但以理虽然被扔在狮子坑中，当
他从坑里被系上来的时候，“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但六 23）。——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