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證道大網 

Sermon Topic 最大的誡命 
The Great Commandment 
講員：李守博牧師 

經文：馬可福音 12:28-34，申命記 6:4-9 

 

 

一、要認定祂是獨一真神 The Lord is one，our God 

 

 

 

 

 

二、要盡心盡性盡力愛神 With all your heart，soul & strength  

 

 

 

 

 

三、要愛你的鄰舍如自己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小組討論： 

1. 我心中日夜所思想或生命中最在乎的是什麼？ 

2. 我如何盡心、盡性、盡力、愛神，討神的喜悅？ 

3. 誰是我的鄰舍？如何能愛他如同愛自己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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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Sunday Service Program 

一、 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二、 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三、 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四、 以感恩見證來敬拜 

五、 以頒發受洗證書來敬拜 

 

 

六、 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七、 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八、 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九、 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北雪梨靈糧堂 : Chatswood High School Hall, 24 Centennial Ave, Chatswood    負責人: 蘇筱玲實習傳道 

會前禱告會 

週日 10:00-10:30  

主日崇拜 

週日 10:30-12:15 

兒童主日學 

週日 10:30-12:15 

恩典靈糧堂 : West Ryde Community Hall，3 Anthony Rd, West Ryde   負責人: 鄭珍妮姐妹 

會前禱告會 

週日 14:00-14:30 

主日崇拜 

週日 14:30-16:15 

兒童主日學 

週日 14:30-16:15 

中雪梨靈糧堂 : 1503 宣教大樓, 217 Parramatta Rd, North Strathfield   負責人: 郭畢嘉實習傳道 

會前禱告會 

週日 10:00-10:30  

主日崇拜 

週日 10:30-12:15 

兒童主日學 

週日 10:30-12:15 

 週間 : 1503 宣教大樓, 217 Parramatta Rd, North Strathfield 

家庭之夜 
生命培訓學院 

週六 9:00 

各小組聚會 

請參內頁小組 

感恩代禱 
 

我們的異象：建立充滿真愛與能力的門徒教會，完成 1503 植堂宣教的使命 

Our Vision: Building Churches with Disciples Full of God's Love and Power 
to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through 1503 Mission Network.  



2019 年教會目標 : 生命的建造 
教會消息 News 

1. 竭誠歡迎第一次參加聚會的來賓，如需英文同步翻譯器請至影音桌領取。 

課程/ 聚會 日期 時間 地點 

C1 福音小組  4 月 28 日（今日） 

北區 12:15pm 教會對面小教室 

西區 4:15pm 兒主教室 

中區 12:15pm 二樓會議室 

家庭之夜 本週三 鼓勵兄姐安排時間和家人享受美好天倫之樂 

基督生平 2.5 5 月 11 日（下週六） 中區 9:30am 二樓大教室 

2. 1503 宣教網絡獻殿禮將於 5 月 5 日 2:30pm 在宣教大樓舉行, 當天有周神助牧師夫婦，雪

梨眾教會牧者，政界參與見證神的榮耀！當週主日為三區聯合聚會,請踴躍歡迎邀請新朋友

參加，一同將榮耀歸於神。當天 5:30pm 於 Rhodes 囍鳳臺舉辦感恩餐會，餐會將有頒獎儀

式、獻詩和抽獎小遊戲等精彩節目，歡迎兄姐購買餐券入場共享家宴。教會補助後每人$20，

5-12 歲每人$10，4 歲以下孩童免費，購票請洽各小組長 

3. 由於五月份有特別聚會，5 月 5 日獻殿禮，三區於宣教大樓聯合聚會，5 月 12 日母親節感

恩聚會及 5 月 19 日葉嶺南牧師夫婦特會中區和西區合併在中區聚會，北區仍於北區聚會。 

4. 1503 宣教網絡將於 5 月份在 North Strathfield 宣教大樓推出一系列豐富的裝備課程，請於

行政桌財務同工處報名，詳情如下： 

a. 『猶太根源-以色列與我』、『使徒性教會的建立』特會將於 5 月 3 日（週五）7:30pm，

5 月 4 日（週六）7:00pm 在宣教大樓舉行，講員為靈糧全球使徒性網絡主席周神助牧

師，歡迎兄姐參加，免費入場，自由奉獻。 

b. 台北靈糧堂周莊碧明師母同工訓練課程將於 5 月 4 日（週六）1:30pm-5:00pm 舉行，

課程包括同工健康的服事生活與態度，核心同工生命成長與轉化等精彩內容，免費報名，

今日最後一天報名。 

c. 『以心相會，彼此成長』會心營分別於 5 月 7（週二）、8 日（週三）10:30am-5:30pm

舉行，講員為台北靈糧使徒網絡的劉文煌牧師夫婦，營會將幫助兄姐認識自我價值及特

點，學習溝通技巧，與人建立親密關係等。兩天課程，每人$100，課程不宜帶孩童參加。  

d. 濃情蜜意夫妻營將於 5 月 18 日（週六）9:30am-9pm 及 5 月 19 日（週日）1:30pm-

6:30pm 舉行，講員葉嶺南牧師夫婦將教導兄姐瞭解美滿婚姻的真理，以及經營夫妻關

係的秘訣。營會期間請學員自備週六和週日午餐，週六晚餐將由營會統一安排，每人

$10。鼓勵夫妻一起參加，也歡迎單身兄姐報名，學費每人$120，夫妻共$200（不含

餐費）。5 月 12 日（週日）報名截止。 

5. 『祂和她』母親節感恩聚會將於 5 月 12 日 10:30am 分別在中區和北區舉行。當天有精彩

節目，美味餐點以及精美禮物，歡迎積極邀請新朋友參加，同得福音的好處。 

6. 四月聯合同工會暨 AGM 年度會員大會會議記錄請掃描二維碼： 

7. 肢體代禱： 

a. 多加永青小組杜昌敏姐妹於 4 月 14 日至 5 月 6 日出遊，期間北區兒主代理人為劉怡芳

姐妹。豐盛家庭小組鄭潔姐妹將於 4 月 29 日至 5 月 21 日回國，期間小組代理人為張金

莉姐妹。求神保守她們出入平安。 

b. 李守博牧師夫婦，蘇筱玲傳道和郭畢嘉傳道將於 4 月 30 日至 5 月 2 日參加墨爾本大洋

洲靈糧牧者退修會，求神帶領保守他們出入平安，滿有得著。 

上週統計摘要 Statistics 

 
主日 

崇拜 
兒童 禱告會 

小組 4 月 21 日 主日奉獻金額 

組數 人數 主日 建堂 感恩 

北雪梨 
159 21 40 

8 -- 

$8183.97 

$250.00 -- 中雪梨  5 15 

恩典 77 17 29 5 -- $2,044.20 

奉獻金額包含網絡轉賬 

教會經常費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BLCCNS                                              

銀行轉賬 BSB: 062140       

北區帳號 A/C No. : 10446544    西區帳號 A/C No. : 10966785    

中區帳號 A/C No. : 10467126 

建堂基金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BLCCNS BUILDING FUND 

銀行轉賬 BSB: 032090     帳號 A/C No. : 727911 

上週小組聚會人數 Cell Group Attendance 

多加永青 
家庭 

以馬內利 
家庭 

路加 
職青 

但以理 
職青 

耶利米 
職青 

以西結 
職青 

亞伯拉罕
職青 

以賽亞 
背包客 

參加醫治禱告會 

 

伯大尼 
家庭  

豐盛 
家庭 

恩典 
家庭 

喜樂 
家庭 

和散那 
學職青 

 信望愛 
家庭 

生命樹 
家庭  

以諾 
家庭 

比撒列 
學職青  

1503 
少年 

參加醫治禱告會 
 

參加醫治禱告會 15 

 

本週讀經計劃 Bible Study 

日期 篇章 

4 月 28 日 (日) 馬可福音 16:1-13 

4 月 29 日 (一) 詩篇 107:33-43 

4 月 30 日 (二) 詩篇 108:1-13 

5 月 1 日 (三) 民數記 1:1-19 

5 月 2 日 (四) 民數記 1:20-31 

5 月 3 日 (五) 民數記 1:32-46 

5 月 4 日 (六) 民數記 1:47-54 
 

生活守則 

言語上  

不埋怨、不論斷、不傳話 

財物上  

不借貸、不推銷、不作保 

處事上  

要守時、要守約、要守密 

事奉上  

要虛心、要忠心、要同心 
 

    本週背誦經文 馬可福音 12:29-31 

以色列阿，你要聽，主─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
的神。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 

各分堂服事表
QR Code 

 



北區路加職青小組 (地點：Chatswood)                                                           週六下午 4:00 

感恩：Ingrid 短假期快樂度過/Ivy 假期有很好的休息。 

代禱： Ingrid 神醫治外婆的腿，自己能好好休息/Ivy 工作上有發展有方向。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 （地點：Eastwood）                                                         週五晚 7:30 

感恩：Lynn Laura 受洗了，宋燕媽媽決誌了，還有主日有 4 個新朋友決志/Amanda 復活假期

充滿充實又感恩的美好經歷/茜茜 復活節各種聚會，滿有得著。 

代禱： Lynn 求主帶領需要搬家找房的兄姐們手上所做的一切事情所做的一切決定/Amanda 為

接下來所有事情都能預備完善禱告/茜茜 每天更深親近主。 

西區喜樂家庭小組 （地點：Gladesville）                                                         週五早 10:00 

感恩：雅男 姐妹們齊心合力完成複活節餐點服事，剛剛受洗的穆老師及慶艷姐妹，在這次活動

中做了表率/慶艷 受洗歸主/Joeys 小組興旺/穆懷琴 受洗成為主的女兒。 

代禱：雅男 兩個兒子都能恢復起初愛主的心，身體健康，為主做工/慶艷 媽媽，女兒早日受洗/

立琴 求主醫治慶艷和穆老師身體上的疾病，二外孫晚上早日斷奶/穆懷琴 醫治我的身體

疾病/京燕 保守媽媽身體健康。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 （地點：West Ryde 西區教會）                                             週六晚 7:30 

感恩：May Steven 在泰國有個豐盛的講座，一路都平安，孩子們在這假期平靜愉快，孩子們

跟教友們有個愉快的相聚跟野餐/Jane 感謝主，這次旅行雖然全家人暈船，但最後都平

安回家/Jasmine 亞亞順利平安從尼泊爾回來，David 開始新的工作/碧爽 度過了豐盛感

恩的復活節，再次思想主為我們受苦與復活的大能，朱牧師的代禱減輕腹痛及消化不良，

也增加自己靈裡的信心。 

代禱： May 我跟先生更有智慧可以好好教導孩子們，我的媽媽 7 月的假期能夠過來澳洲玩

/Jane 最近發生教堂倒塌和恐襲事件，願上帝安撫家人的心靈，望主顧念他的兒女，增

強我們的信心在絕望中能看到希望/Jasmine 求主醫治亞亞的拉肚子能儘快康復/碧爽

William 下週神學院的考試能順利並加添智慧和體力。 

中區信望愛家庭小組（地點：Hurstville）                                                       週五下午 7:30 

感恩：Sandra 特會中大大得著神的恩典/Andrew 神帶領我們更多的參與教會服侍/Vina 特會

滿有得著，搬店一切順利/Peony 假期有好的休息，特會滿有得著/Nicole & Raymond 

特會有得著。 

代禱： Sandra 我前面工作方向和我們加拿大房子出售/Andrew 求神醫治我的感冒，給我一個

健康的身體/Vina 更多親近神，更多明白神的話語，與合夥人的相處有神的帶領/Peony 

& Kenny 回港一切平安，家人旅途身體壯健，全家入藉面試準備順利 /Nicole & 

Raymond 工作教琴有神保守。 

中區比撒列學職青小組（地點：Strathfield）                                                     週五晚 7:30 

感恩： Andy 假期愉快/Ian & Naomi 奶奶受洗，假期充實有意義/Michael & Tina 馨馨退燒，

媽媽來幫忙，朱牧師特會有得著/Maggie 假期很充實，有好的休息/Yuki 復活節假期有

得著/Ethan & Ivy 復活節很開心/Rose 朱牧師特會有得著，被服事。 

代禱：Andy 工作順利/Ian & Naomi 房子事情有神的保守，找到好的中介/Michael & Tina 馨

馨感冒和過敏得醫治，Michael 公司發展/Maggie 公司的合作案，北京房子的事情有神

帶領/Yuki 室友盡快找到工作，媽媽身體能有神給的健康和平安/Ethan & Ivy 身體，房

子的事情都有神的帶領/Rose 身體健康，更多親近天父，更懂得倚靠耶穌。 

西區豐盛家庭小組（地點：Eastwood）                                                              週五晚 7:30 

西區和散那學職青小組 （地點：Eastwood）                                                        週五晚 7:30 

西區兒童主日學 （地點：West Ryde 西區教會）                                            週日下午 2:30 

中區生命樹家庭小組（地點：North Strathfield）                                          週六下午 6:00 

中區以諾家庭小組（地點：Zetland）                                                                 週五晚 7:30 

中區兒童主日學 （地點：North Strathfield 中區教會）                                   週日早 10:30 

小組感恩代禱 Cell Group News 

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地點：Lindfield）                                                             週三早 10:00 

感恩：孟昭及吳奶奶已於受難節受洗，小組多人前往觀禮及祝福/Jessie 雖然身體疲倦，仍然堅

持參加受洗觀禮，受難節特會及訓練課程/可耐在主日的醫治禱告後，頭痛立即得到醫治

/Brenda 再次發揮愛心到小組司琴，幫助我們小組練唱母親節獻唱的兩首詩歌/昌敏與夫

婿喜樂的渡假，及特別的生日歡慶/區長在腸胃發炎不適中，仍然操心的處理各項事工

/Lulu 與其家人平安的渡假回來。 

代禱：教會在五月舉辦較多的特會及課程，盼望大家能抓住機會參加及學習/外出的姐妹家人們，

能出入平安，渡假愉快/我們都是蒙恩的罪人，能彼此扶持代禱，而不加上批評論斷/有

智慧的向未信主的家人及親友們傳福音。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Chatswood）                                                    週五晚 7:30 

感恩：Carmen 感謝主讓我們一家人，每天享受主的平安與喜樂/Hannah 感謝主帶領回國探親

與家人愛中連結享受美好假期/Justin 感謝主讓我們一家人，享受主的平安與喜樂/親親

感謝主帶領以色列之遊，享受美好假期。 

代禱：Carmen 求主賜我智慧做好服待，丈夫預備一份合適的工作，Martin 靠主學習飛行有智

慧，Marco 能學好日語/Hannah 求主賜智慧帶領丈夫回悉尼同心事奉主/Justin 求主賜

采采減輕焦慮恢復精力事主/Hong 求主看顧孩子和家人的健康，保守公司的發展，賜予

我智慧應對接下來的挑戰。 

北區以西結職青小組（地點：Chatswood）                                                        週四晚 7:00 

感恩：Ronsie 復活節假期很充實/Helen 聽到朱牧師講座，有得著，和姐妹們出遊愉快/Simon 

復活節活動豐富，有很大得著/Ceci 朱牧師特會有得著。 

代禱：Ronsie 家人朋友健康和救恩，時間管理/Helen 更多尋求神，得著能力/Simon 出差籌備

順利，求主安慰斯里蘭卡爆炸事件受傷的家庭/Ceci 出遊順利有好天氣。 

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地點：Gordon）                                                             週五晚 7:30 

感恩：Peter 在火熱的復活節聚會中得到更新，與朋友同事有很好的敘舊與交流/Dillon & Litty 

經歷神的醫治/Jordan & Fibi 有主看顧，治療身體，精神慢慢變好，渡過美好的 Easter。 

代禱：Peter 週末香港行出入平安，時間管理，家人信主/Dillon & Litty 家人信主，有病痛的

弟兄姐妹病得醫治，見證神的大能/Jordan & Fibi 全家能在黃金海岸得到平安喜樂，身

邊的人能夠加入主的營帳，身體血液恢復正常。 

北區亞伯拉罕職青小組（地點：Epping）                                                       週五晚 7:30 

感恩：Sarah 朱牧師的特會有得著，long weekend 有好休息/Bibo 開始運動/嬌嬌 特會有所得

著/Emily 父母要回來了/ Abe & Teresa 特會有很多收穫，假期有好的休息，弟弟順利

訂婚/Eric & Linda 很棒的醫治特會，Eric 爸爸脊椎手術順利，台灣有姊妹要傳福音給

Linda 媽媽。 

代禱：Sarah 工作有屬天的智慧解決問題，與新同事上司合作順利，身體健康/Bibo 有讀書的

智慧面對即將到來的期中考，持續運動/嬌嬌 身體健康，找工作順利/Emily 家裡整理，

家人救恩/Abe & Teresa 工作有智慧，全家身體健康，好的睡眠品質/Eric & Linda Eric

爸早日康復，家人救恩，小組大家有喜樂的靈和健康的身體。 

北區耶利米職青小組（地點：Chatswood）                                                        週四晚 7:00 

北區兒童主日學（地點：Chatswood 北區教會）                                              週日早 10:30 

1503 少年小組（地點：North Strathfield）                                                    週六下午 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