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證道大網 
Sermon Topic 忠心站立的代禱勇士 

Faithful Warriors of 
Intercession 
北、西區講員：張咏紅姐妹 
中區講員：卜繁泰弟兄 
經文：提摩太前書 2:1-4 

 

 

一、 背景 

 

二、 忠心站立的代禱勇士（提前 2:1-4） 

1. 代禱是教會的首要任務（v1） 

2. 代禱的重要性（v2-3） 

3. 代禱的主要目的：使萬人得救（v4） 

 

三、 站在神人之間的代禱者 

1. 代禱者的地位與權柄 

2. 代禱是愛與奉獻的具體行動 

3. 山上的禱告決定山下的得勝 

4. 代禱的阻攔與獎賞 

5. 代禱的事奉 

 

 

小組討論： 

1. 你有穩定的禱告生活嗎？你通常都會為什麼事情禱告？ 

2. 從這篇信息中，你對“代禱”的服事有了更多的認識嗎？ 

3. 你願意成為一個代禱者嗎？你計畫如何參與“代禱”的服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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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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同工就職典禮 

 

 

五、 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六、 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七、 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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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守博牧師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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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蹟之夜 
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 

週二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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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資深牧師黃彼得博士將於 12 月 15 日（下週日）上午蒞臨中雪梨靈糧堂證道，下午在恩典
堂證道，澳洲人際基建總監周天馼老師於當日上午蒞臨北雪梨靈糧堂證道，願神親自紀念他
們的辛勞。 

3. 感謝主！2020 年同工就職典禮於今日舉行，謝謝同工們都願意委身教會服事，新一屆的
同工名單請參週報夾頁，請大家為新一屆同工代禱，求神加添力量並更多祝福他們。 

4. 本堂今日為新州的山火開放一次特別奉獻，為 NSW Rural Fire Service捐款，請兄姐發揮
愛心，自由參與，願神親自使用這筆奉獻，幫助每一個消防員和災區的家庭。 

5. 「喜從天降」聖誕節特別節目，將於 12 月 22 日分別在北雪梨和中雪梨靈糧堂
10:30am，恩典堂 2:30pm舉行，有精彩節目，豐盛餐點，請兄姐自備餐
具，不要錯過喔！歡迎邀請新朋友準時參加。宣傳單張請至招待桌索取。 
請北雪梨和中雪梨靈糧堂兄姐於今天主日後，以小組為單位在 Chatswood 、
Burwood派發單張。感謝恩典堂兄姐今早在 Eastwood 派發單張，讓我們一
起興旺福音！請為各項籌備及活動禱告。聖誕節宣傳單張請掃二維碼。 

6. 感謝主！本次聖誕節將有沈榮生、王柏、戴明政、黃信榮、羅雨、諸鎣菲、林偉行共 7 位
兄姐受洗歸入主名，求神保守他們能經歷豐盛的新生命。受洗典禮將於 12 月 21 日（週
六）2pm 在宣教大樓舉行，217 Parramatta Rd，North Strathfield。請受洗兄姐及服事
同工於 1:30pm 前抵達會場預備心。歡迎大家前往觀禮，為所有重生的新生命獻上祝福。 

7. 教會儲藏室年度清理，請各事工組在 12 月 22 日前，整理好儲藏室的存放物品，將過期、
發霉或不需要的物品清除，並看情況決定是否要購置儲物箱，保持儲藏室整齊。 

8. 1503 孩童奉獻禮將於 2020 年 2 月 23 日於各區分別舉行，歡迎家中有 12歲以
下孩童，並且願意將家庭和孩子委身於主，按照聖經的真理教導孩子的父母報名
參加。請於 12 月 15 日（下週日）前向小組長報名並填寫完整的申請表。申請
需知及申請表請掃二維碼。 

9. 感謝主! 教會舊辦公室 U5已於上週賣出，謝謝大家代禱。目前 U4正在和買方接洽中，請
繼續代禱，主的恩典充充足足，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10. 2020 年上半年行事曆已公佈，詳情請參週報夾頁。 

肢體代禱： 

波阿斯家庭小組康翠芬姐妹將於 12 月 11 日至 3 月 20 日返台，期間西區行政代理人為秦玉姐
妹，聚會組代理人為聶弘道弟兄。豐盛家庭小組鄭珍妮姐妹將於 12 月 12 日至 2 月 3 日返台，
期間西區聯絡負責人為鄭潔和崔寧姐妹。以賽亞背包客小組負責人林品君姐妹將於 12 月 16 日
至 1 月 6 日休假，期間小組代理人為崔布哲弟兄。求主保守她們出入平安。 

上週統計摘要 Statistics 

 主日 
崇拜 

兒童 禱告會 
小組 12 月 1 日 主日奉獻金額 

組數 人數 主日 建堂 感恩 

北雪梨 92 14 27 9 49 $5,054.00 

-- -- 恩典  58 16 20 6 46 $1,768.93 

中雪梨 47 16 20 4 46 $2,2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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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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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讀經計劃 Bible Study 
日期 篇章 

12 月 8 日 (日) 啟示錄 14:6-12 

12 月 9 日 (一) 啟示錄 17:1-8 

12 月 10 日 (二) 啟示錄 17:9-18 

12 月 11 日 (三) 啟示錄 18:1-8 

12 月 12 日 (四) 啟示錄 18:9-20 

12 月 13 日 (五) 啟示錄 18:21-24 

12 月 14 日 (六) 啟示錄 1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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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前書 2:1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 

 

課程/ 聚會 日期 時間 地點 

C1 福音小組 12 月 8 日（今日） 西區 4:15pm 兒主教室 

神蹟之夜「主掌權」 12 月 11 日（週三） 中區 7:30pm 宣教大樓 各分堂服事表
QR Code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 （地點：West Ryde 西區教會）                                             週六晚 7:30 
感恩：Jane 有神的話語，還有教會和小組的帶領，生活中有喜樂/William 小兒子開始進入職場，

邁向生命另一個階段。 
代禱：Jane 李牧師及家人平安健康，碧爽姐和 William 哥健康更好做神的工，賜給我屬靈的智

慧與家人相處和照顧好每一個孩子/William 求主憐憫讓澳洲的森林大火可以快速被控制，
保守外出渡假的家人們出入平安。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 （地點：Eastwood）                                                         週六晚 7:00 
感恩：Laura 兒子一年來在畫畫班的成長/Judy 親戚幫助做一些家務/Annie Daniel 越來越懂事

/Song yan 丈夫帶著女兒和我去新西蘭旅遊/Lang 孩子們懂得敬畏神/Amanda 忙碌中
有神的保守與家人的支持。 

代禱：Laura David 工作平安順利/Judy 求主繼續看顧 Frank建房一切順利平安/Annie 求主繼
續看顧 Annie 在尋求工作上一切順利/Song yan 求神指示我工作的方向/Lang 求主看顧
我們伯大尼每個家庭的需要/Amanda 媽媽身體健康回台一路平安有神看顧安排。 

中區生命樹家庭小組（地點：North Strathfield）                                          週六下午 6:30 
感恩：Wendy 主快速醫治了我的感冒並且沒有傳染給寶寶/Jenny 有美好的假期，在國內和家

人團聚很開心/Candy 有 Amanda 的幫助，萬萬生日派對每個人都非常喜樂，認識和幫
助來自北京的年輕情侶/秋玲 姐妹慷慨請我喝茶/Wendy Chen Esther high school 
orientation day，一切順利買到所需的/Beryl Evelyn 參加哥哥學校的 playgroup很開
心/Linna 孩子們感冒都好了/Brenda 有固定的靈修時間，公婆回國平安，年底旅遊計劃
落定，在連日的大火濃煙中依然有健康的身體/Bonnie 兒子有喜歡的運動。 

代禱：Wendy 山火能夠快速的熄滅，看顧在一線救火的消防員/Jenny Johnson 週日受洗一切
順利/Candy 保守祝福 Candy 一家更多親近神依靠神/Wendy Chen Hannah 能有溫柔
的心，眼皮有好的恢復,不再有 discharge/Beryl Evelyn 感冒求主醫治，晚上有好的睡眠
/Linna 求主保守 Lior 在學站立期能減少磕碰的頻率/臉部的瘀青能夠趕快褪去/Brenda
每天能有從神而來的喜樂，計劃，智慧來人管理家中一切大小事，家人都能與神對齊
/Bonnie 醫治兒子哮喘, 求神預備女兒新學校一切。 

中區比撒列學職青小組（地點：Strathfield）                                                     週五晚 7:30 
感恩： Michael & Tina 妹妹晚上睡眠改善，Tina 一打二順利/Andy 生活充實/Shari 生活充實

/Maggie C2 同學們順利結業 ，媽媽堅持做治療/Liyan 工作順利/Rose 情緒得釋放。 
代禱：Michael & Tina 有智慧和耐心引導馨馨的情緒，妹妹晚上睡眠保持穩定/Andy 火勢控

制，申請順利/Shari 植牙順利，大火平息，前方路有神的帶領/Maggie 公司趕快請到人，
收尾工作順利，未來工作方向/Liyan 有智慧處理事情，簽證順利/Rose 身體健康。 

北區路加職青小組 (地點：Chatswood)                                                           週六下午 4:00 
北區迦勒學職青職青小組（地點：Gordon）                                                         週五晚 7:00 
北區兒童主日學（地點：Chatswood 北區教會）                                              週日早 10:30 
西區豐盛家庭小組（地點：Eastwood）                                                              週五晚 7:30 
西區波阿斯家庭小組 （地點：Kellyville）                                                          週五晚 7:30 
西區喜樂家庭小組 （地點：Gladesville）                                                         週五早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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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信望愛家庭小組（地點：Hurst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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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 少年小組（地點：North Strathfield 中區教會）                                     週六下午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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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長帶領小組全體家人一起為地區走禱/小組為十二月生日的丁伯伯和吳奶奶慶生並一起

享受愛宴。 
代禱：小組十二月的獻唱及感恩見證/丹羚全家回深圳度假與家人有美好溝通/彭牧師腰傷和海

萍姐受傷的手盡速完全康復/李牧師的感冒康復及師母在台灣的生活/Jessie 的身體康復
/LuLu 兩個小孩腸胃不舒服及早痊癒/桃園姐在家有好的精神和體力照顧小外孫/山火令
空氣質量變差，保守年長家人們的健康/向未得救的家人們積極傳福音。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Chatswood）                                                    週五晚 7:30 
感恩：Carmen 願神旨意在香港成就，香港的恩比先前的恩更大，家中恩典滿滿/親親 海外探

親平安歸來/Gina 開始新的工作，有機會在新的領域學習/曉嵐帶父母來澳洲的途中一切
順利平安，張慶工作有突破/Justin Sean 即將開始 high school，感謝主讓他每天努力
進步/Penny 神賜賜給我出乎意料的平安。 

代禱：Carmen香港有平安，求神為香港差派更多僕人展開醫治修復/親親 上帝憐憫澳洲，賜下
恩雨，平息山火/曉嵐 父母在澳洲能健康快樂平安，繼續帶領張慶工作，李牧師身體得
醫治，上帝賜下連綿不斷的雨，平息山火，滋潤大地/Gina 母親身體康健，上帝憐憫澳
洲，賜下恩雨，平息山火/Justin 求主聖靈充滿，讓我快速找到理想工作，采采的焦慮減
輕，悉尼的山火平息/Penny 求主為 Esther 和 Isabella 找到合適的主日學，求主帶領
Alex回歸教會，求主保守悉尼的環境得以恢復正常。 

北區耶利米學職青小組（地點：Chatswood 北區教會）                                   週日下午 2:15 
感恩：Grace 睡眠品質比較好，工作順利/DT & Simon 工作順利/Jay 回香港休假/David 身體

健康/Cindy 神對我的生命說話。 
代禱：Grace 學期快要結束，期末功課可以順利完成，暑假有穩定工作時間，弟弟的作息和前

面道路/DT 能成為職場上的祝福/Jay 簽證申請順利/Simon 身體健康/David 工作順利
/Cindy 家人信主。 

北區亞伯拉罕職青小組（地點：Epping）                                                              週五晚 7:30 
感恩：Sarah 與家人相聚平安回來 嫲嫲手術順利/Emily 快要放假/Abe & Teresa 有小組長組員

和弟兄姊妹的扶持與幫忙，家人來訪/Eric & Linda 在苦難中成長，週末有好的休息。 
代禱：Sarah 求神降雨山火受到控制，工作前路，大家身體健康，復興臨到香港/Emily 家人救

恩，工作有智慧/Abe & Teresa 寶寶的健康及睡眠，工作上的需要求主預備，Teresa身
心靈的健康，求主保守能盡快裝冷氣/Eric & Linda 家人信主，工作挑戰靠主得勝。 

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地點：Gordon）                                                               週五晚 7:30 
感恩：Dillon & Litty 和弟兄姊妹有美好的小聚，工作上有進展，蒙神保守/Fibi & Jordan 有主

看顧的每一天，上帝為新店預備優秀的員工。 
代禱：Dillon & Litty 求神為生活工作上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預備，山火能盡快被撲滅，神更多祝

福 Fibi 的新店，帶領更多新朋友來小組/Rachel 求神保守妹妹可以順利平安地來到澳洲，
求神更多地祝福和看顧姐姐的店/Fibi & Jordan 願主看顧我們每一位家人，讓媽媽在澳
洲有美好的假期。 

北區以西結職青小組（地點：Chatswood）                                                        週四晚 7:00 
感恩：Christine & Simon Simon 出差順利結束，並與 Christine 的家人國內團聚/Eddie & 

Jasmine 寶寶和家人健康/Ceci 身體健康/Helen 週末充實/Nick 子女健康成長/Vivian 
家人健康/Ronsie 生活充實。 

代禱：Christine & Simon Simon和家人在冷暖交替的季節裡身體健康/Eddie & Jasmine 感
冒快些痊癒，嬰兒床能按時送到/Ceci 新州火災盡快撲滅，求主賜下雨水/Helen 求主帶
領我/Nick 家人出入平安/Vivian 家人健康平安/Ronsie 家人健康和救恩，未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