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約翰福音 15：1-11                  講員: 莊瑞燕 師母 

      

    

 

      

 

 

 

                             

 

      

                                       

   

 

 

 

 

 

 

 

 

 

 

 

 

 

 

 

 

  

                                                                          

 

 

 

 

 

 

 

 

 

 

            

 

 

 

 

 

 

 

 

 

 

 

           

  

       我們的異象：建立充滿 愛與能力的門徒教會 

       Our Vision: Building Churches ith Disciples Full of God’s Lo e and Po er 

 

主日崇拜 程序 

一 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以賽亞職青小組 

二 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李安琪 姊妹 

三 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四 以虛心 受來敬拜                  莊瑞燕 師母 

    講題：耶穌是 葡萄樹 

    經文：約翰福音 15：1-11 

五 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六 以 受祝福來敬拜                     

七 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蘇輝 牧師 

聚會時間表   

週日 

禱告會 

10:00-10:30 

會堂 

主日崇拜 

10:30-12:15     

會堂 

裝備課  

12:30-13:30 

會議室 

兒童主日學 

10:30-12:15 

會議室 

週間 

復興禱告會  週三 19:30 
各小組聚會 

請參內頁小組 

感恩 禱 

生命培訓學院 

週六 9:00 

教會辦公室 

北區：Dougherty 

Community Centre 

Chatswood 

西區：林正宜家 

1503宣教網絡 

  北雪梨靈糧堂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In Northern Sydney 

   1503 Mission Network 

 

 

聚會地點: Chatswood Club 二樓會堂, 11 Help Street, Chatswood 

郵寄: P.O.Box404, St Leonards, NSW 1590  辦公室: Unit 4, 130 Pacific Hwy, Greenwich  

電話/傳 : (02)9439-5115 電郵: 1503mission@gmail.com 網站: www.1503.org.au 

牧師團隊: 李守博主任牧師 蘇輝牧師 陳安德烈牧師 林恩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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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兩種的枝子.v2.  

  1. 不結果子的枝子. 

 

  2. 結果子的枝子. 

 

二 常常住在主裏面 vs 4,7,9,10,11.  

  1. 住在主的生命裏 v4.  

 

  2. 住在主的話里 v7. 

 

  3. 住在主的愛里 v9. 

 

  4. 住在主的命 里 v10. 

 

  5. 住在喜樂和祝福裏.v11. 

 

三 多結果子 vs5,8.  

  1. 如何能結果子.  

 

  2. 結各樣的果子. 

 

 

 

小組討論： 

1.你曾經被修理乾淨過嗎？為什麼？ 

2.如何常常住在主裏面？ 

3. 享你如何常結果子. 

 

      耶穌是 葡萄樹 

http://www.1503.org.au/


   2014年教會目標   得地為業     同心邁向     1503  

1. 竭誠歡迎第一次參加聚會的來賓，一次歡迎永遠歡迎，會後請留步享用茶點

彼此 享，歡迎參加小組；如需英文同步翻譯器，請至影音桌 取  

2. Chatswood High School因修 校舍，本堂本週及下週 3月 2日 主日改至

Chatswood Club聚會，地址：11 Help Street, Chatswood (近火車站) ，可免費

停車 請同工在 12點 45前將會堂的器材場地恢復原樣  

3. 本堂今年 得地為業 家庭營將於 3 月 28-30 日在位於山明水秀的 The Tops 

Conference centre 舉行，特別邀請了台北 道教會朱植森牧師為講員，透過說

預言，醫病等恩賜，幫助兄姊經歷聖靈充滿，病得醫治等神蹟奇事；報名人

數 有 125 人，把握難得的機會 因假期的緣故特將報名截止日期延至下

週 詳情請 小組長並 取報名表填寫及繳費 請小組長統一向 Mandy 報名  

4. 今天的慕道 認識耶穌 班 6/5，於主日後 12點半在隔壁的會議室開始上課

欲在 3月家庭營受洗的兄姊務必參加全部課程，並請填寫完整的受洗申請表

格和兩張 1寸照片向小組長報名   

5. 連續六堂 選對終生伴侶 課程將於 3月 9日開始上課，課程將讓大家明白

哪些難有美好結果的感情，愛情中的致命迷思以及感情中承諾委身的重要

性 鼓勵單身的兄姊踴躍參加，并向小組長報名 請小組長於 3 月 5 日晚

12點前將報名名單寄給裝備組 Claudia 課程講義僅預備給報名的學員  

6. 本堂 奉主名求 40天連鎖禁食禱告將於 3月 12日開始，禱告手冊$5/本，

詳情請諮詢各小組長，請大家積極參與為家庭復興 禱  

7. 全教會聖經禱讀 約書亞記 於下週開始，禱讀本$5/本，請向小組長購買；

本堂圖書館有免費借書服務，歡迎兄姊在圖書館借閱福音書籍及 DVD   

8. 聖工聯席會議將於本週四晚在陳明鋒夫婦家舉行  

9. 3月聯合同工會將於本週六下午 1點於Top Ryde購物中心樓上之社區會議室

舉行，請同工準時參加  

10. 肢體 禱：嚴祥芬父親嚴天爵老弟兄的安息禮拜 於上週二 利舉行，    

求神繼續安慰家人的心！  
 

由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主辦與大使命中心協辦的 2014 年 7 月肯尼亞歷奇訪宣
之旅 日期為 2014 年 7 月 12 日 週六 – 21日 週一 ，報名截止於 4 月
23日額滿即止， 詳請參公佈欄  

 

會前禱告 主  
音控/ 

助手 

投影/ 

助手 

招待/ 

場地 
兒童 茶點 點奉獻 關懷 

本週 張子榆 
以賽亞 

職青 

繁泰 

李傑 

以賽亞 

職青 

房角石 

学青 
瑞敏夫婦 

寬容 

韋良 

曉晨 

黛莉 

王華 

小康 玉傑 

志薪 

下週 卜繁泰 
約瑟 

少年 

玉杰 

婉瑜 

約瑟 

少年 

約瑟 

少年 
志新 

儒懿 

玉華 

王華 

陳驍 

季人 

曉柔 子榆 

寬容 

 

 主日 

崇拜 
兒童 

禱告會 小組 奉獻金額 

週間 主日 組數 人數 主日 建堂 

北雪梨 121 19 23 41 11 121 $2616.15 $105 

恩典 73 19 17 27 8 74 $2213.10 $220 

含什一奉獻 38 筆；特別奉獻 1 筆；建堂奉獻 1 筆 

教會經常費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BLCCNS，銀行轉賬：B/S/B：062140，帳號A/C No.：10446544                

建堂基金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BLCCNS BUILDING FUND，銀行轉賬: B/S/B: 032090, 帳號A/C No.：727911 

  

日  期        篇   章 

2月 23日 (日) 約翰福音 21：15-19 

2月 24日 (一) 約翰福音 21：20-23 

2月 25日 (二) 約翰福音 21：24-25 

2月 26日 (三) 約翰福音 4：14 

2月 27日 (四) 約翰福音 7： 37-38 

2月 28日 (五) 約翰福音 8：12 

3月 1日 (六) 約翰福音 8：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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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加 

永青 

八福 

永青 

以馬 

內利 

家庭 

方舟 

家庭 

巴拿巴 

職青 

但以理 

職青 

以賽亞 

職青 

房角石 

學青 

芥菜種 

學青 

活水 

學青 

約瑟 

少年 

25 8 8 6 12 14 10 10 8 20 

本本週週背背誦誦經經文文       約約翰翰福福音音 1155：：44  

你你們們要要常常在在我我裡裡面面，，我我也也常常在在你你們們裡裡面面 枝枝子子若若不不常常在在葡葡萄萄樹樹上上，，自自 就就不不能能

結結果果子子，，你你們們若若不不常常在在我我裡裡面面，，也也是是這這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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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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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多加永青小組 地點：杜昌敏姐妹家      : 0468-765-117/週三早 10：00 

感恩:敏青姐妹 很渴慕 理, 並全家人報名參加家庭營及預備受洗/昌敏姐妹 樂

意開放家供小組聚會/佩麗姐 因讀英文課, 不能參加本小組聚會, 而繆弟

兄仍很樂意準時參加/秀清姐妹 在 Chatswood買了新房  

禱:醫師對素凝姐妹的心臟能有最好的治療方式/Margaret 姐妹能走出傷痛並快

速恢復喜樂/咏紅姐妹 在 NZ一周出入平安/秀清姐妹 買到合適的傢俱  

北區八福永青小組 地點：教會辦公室        : 0420-388-066/週四早 10：00 

感恩:海萍 帶 全體組員討論復活節節目/淼  承接節目要角/丁媽,王濤朗讀

因祂活著 /江華 將小組聚會時間 別為聖/鐵槐, 春 享猶太人的愛

神,愛國與感恩的心/海萍 是位好牧羊人/王濤 親自見證神的榮耀,神大事

小事都看顧/秋芬 利搬入新家  

禱:海萍 孫子 Kevin 考取獎學金/ 春與 Jessica 的兒子都要回到教會/戴崢 回

到小組並參加主日/恆輝 身體健康/鳳芸 一家人買到合意的房子/趙阿姨 

回中國渡假,神保守平安 利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 地點：沈興亞夫婦家   : 0425-210-108/週五晚 7：30 

感恩：弟兄姐妹們都甘心樂意在復活節節目的籌備中辛苦擺上/李多駕車途中偶

遇電線漏電引燃灌木有驚無險/季人一家有神的帶 经历神所賜的平安 深

深 受主里家人的關愛/曉嵐和久違的朋友有開心的聚會/一梅家裡有很好

的溝通氛圍 Roy 樂於參加學校組 的辯論活動並收穫 多/感謝父神為林

眉家預備全新的祝福/紅琅感恩有機會參與社區文化中心的工作  

 祷：求聖靈帶 復活節籌備工作盡都 利/季人一家可以充滿信心和盼望靠主

得勝/Joyce更懂事 成長中有主的帶 和陪伴/ /求主醫治 David的腹瀉 賜

充沛的體力和精力給 Amanda/求主賜智慧和學習能力使林眉及家人的生命

得以突破 保守福江在公司的資源整合中經歷神的奇妙作為  

北區方舟家庭小組 地點：繆德立夫婦家     : 0425-210-108/週三早 10：00 

感恩: David 孩子的急性腸胃炎得神醫治；與朋友有美好 享/Grace Baby 可以回

家/馬瑩 和好友相聚，全家喜樂平安/Steven 全家能一起度過美好歡樂的假

期/Ronald 參加小組聚會獲得來自神的智慧  

禱: David 求神賜下智慧，能力和體力給阿敏在各方面來榮耀神，帶 David 

來的工作方向/Grace 求神繼續醫治 Baby/馬瑩 回中國的探親旅途 利平

安，一家人盡快適應氣候不要生病，有美好的家人相聚時光/Steven 有智慧

體力能牧養教會及小組/Ronald 醫治並保守我的膽石排除療程成功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 地點：張金莉家        : 0435-365-265/週五晚 7：30 

感恩: 鄭潔感謝主不施肥不澆水家中芒果大豐收/王昕 能讓她來到姊妹當中

/Pine&Paul 保守和恩典讓 Mark & Suncy 在天津與當地的弟兄姊妹交通

/Jenny 帶 在忙碌的生活中能靠主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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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 地點：張金莉家        : 0435-365-265/週五晚 7：30 

禱: 求主繼續帶 Jin的小孩 Anthony學習的道路讓他注意力集中/小康 保守先

生Morris的健康並帶 來的道路/保守王昕雅思考到 7 /保守新朋友王春

能堅持來教會並看顧他前面的道路 /金莉求神保守有智慧處理好與家人和

同事的關係/ 保守 Paul & Pini身體健壯享受學習/保守Wesley回台灣處理事

務有神的智慧和能力/保守 Amanda 在台處理父親的後事一 都圓滿與神同

在並安慰家人 /保守 Lynn Joann Tammy 在海外出入蒙福平安喜樂/保守親親

的先生身體有好體力與主同在 /Tracy 的工作及女兒在坎培拉的一 有主的

帶 充滿能力/Jenny保守睿文在澳洲申請的簽證,學校及生活能 利適應/香

蘭及馥綺 家庭和樂身體健壯在生活上充滿喜樂平安  

西區喜樂家庭小組 地點：李瑞峰夫婦家     : 0403-947-555/週四早 10：30 

感恩:恩惠牧師 姐姐一家來雪梨和紐西蘭玩得非常愉快，並與我們有很美好的時

光/萍珍 neil在各方面都有進步/雅男 萍的老公參加小組學習神的話語/周煒  

爸媽四川的探親之旅開心 利平安到家/永琪 小組成員的相互幫助，相互

享，感謝恩惠牧師，幫助小羊們，希望一直在你的帶 下成長，更加明

白神的話語 小組是我們第二個家/付銳 有主的眷顧，孩子漸漸懂事  

祷: 萍珍 求主時刻在我家做主做王引 全家走在神的道上，並能參加營會/雅

男 帶 萍的兒子能夠參加營會，興起弟兄與他同行/周煒 幫助改善 nick的

睡 /付銳 賜家人平安喜樂的靈，跟隨主的道路沒有懼怕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 地點：恩典堂           : 0435-252-277/週六晚 7：30 

感恩:小組齊心協力禱告蒙主垂聽/Huey 和 Adele 很快回歸小組/Tanya 拿到悉尼

大學的 offer/晶晶 和老公繼續來小組聚會/Joanne 咳嗽好轉/David工作蒙恩/

放星 國內的一 蒙神看顧， 利有機位回悉尼，為大家準備了小禮物/放  

新工作 利開始/ William 左手肘片子正常/劉太 為小組聚餐提供場地，劉

太的朋友來悉尼探望/大家 小組長不在的時候攜手共進，彼此 禱關愛！ 

禱: Huey和 Adele蒙神看顧，工作家庭生活都一 利，神賜其智慧和精力帶

小組/Tanya保守選擇最適合她的學校專業/Clay保守工作環境和心境平靜

/Brenda 母親檢查結果正常/晶晶 買店 利，Stephen To 找到適合的工作，

晶晶母親三月回國，求神預備晶晶家孩子的照顧/Don 求神賜智慧，保守他

通過雅思/May 常常禱告有神的同在，喜樂和平安的靈常常澆灌，有體力照

顧家事和工作/賜亞亞聰明智慧，全神貫註準備考試/Stephen Qu和 Angela身

體恢復，有足夠的睡 /星 雅思取得好成績 4個 8，新學期學習工作 利進

行/放星 能盡快調整新工作後的作息和安排，保守能 利解決汽車使用，

工作時間等的問題/劉太 餐廳越來越好，成為朋友們聚會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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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信望愛家庭小組 地點：張漢章夫婦家  : 0403-947-555 / 週五晚 7：30 

感恩: Angela 在情人節的那天小組有很好的 享神的話語，而且會後有很多不同
的點心 當晚有從天上的糧及地上的糧/ Lang 有主時時刻刻的同在/Andrew

牧師 神在工作上給予恩典，讓每日的工作能即時成/雅芳 兒子 Tom 在工
作上能轉全職/ Linda 神給予信心 常常有平安 父親的眼睛得醫治/Sophia 

兒子 Peter 不小心撞到頭，但平安無事/Michelle 身體檢查 利/Simon & 

Wendy 能一起服事主  

禱: Lang 身體健康 先生能早日認識主/ Linda 為家人信神 兒子今年考大學/ 

Sophia 求神幫助 Kaitlyn 考試不緊張/ Wendy 右腳踝能完全被神醫治 女兒
們喜歡及適應學校/Andy 工作上有神的力量 智慧，可安排主日來聚會  

北區以賽亞職青小組 地點：教會辦公室      : 0451-119-366 /週六晚 5：30 

感恩:Solomon 禱有成就/Jade 收到大家的生日祝福/Kenny 賜全世界最棒的禮
物/Mandy Burwood 短租時間鏈接好，認識到各國人/Judy 找到一份 part time 

工作/Michael 充满祝福的元宵节/ Shirley 得到在機場找工作的幫助  

禱:Solomon 公司能找到好的人才/Jade 妹妹在澳洲能夠找到合適的工作/Kenny  

希望賜予我有能力珍惜這份祝福直到永遠/Mandy 家中保固中壞掉的冰箱
和乾衣機，趕緊安排維修時間/Judy 能夠有好的睡 /Michael 学得珍惜主赐
予的恩典/Shirley 思想正面積極  

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 地點：蘇筱玲家        : 0401-890-474 /週五晚 7：30 

感恩: Valerie: 享受 TAS 假期/春蕊 工作愉快，能參加小組/Nick 雅思 利通過
/Jinni 新房 利出租/Dillon 爸爸平安回到國內/Litty 有時間閱讀書籍/Agnes 

當義工收到了一封推薦信/Dandan神一直給恩典和機會讓我悔改，有合適的
工作/Erika 有時間運動/Brain Michael Bu在放 PPT時給予幫助/Raymond 老
婆被聖靈摸着，週六有好天氣/Nicole 和學生家長有很好的溝通，工作穩定  

禱：Valerie 福音種子能種入父母心中/春蕊 消除疲憊，充滿喜樂/Nick 生活，
工作上有神的帶 與同在， 利解決問題/Jinni 合理安排時間/Dillon 有智
慧安排生活工作服事中大小事/Litty 有智慧學習神的話/Agnes 求主賜我智
慧讓我學會忍耐與包容/Dandan 求神改變我的個性，變得更積極/Erika 求神
帶 公司，走在神的道路上/Brain 週六聯合聚會 利/Raymond 工作服事有
神同在/Nicole 學會如何更多親近神，考級 利！ 

西區尼希米職青小組 地點: 盈方家           : 0450-959-717 /週五晚 7：30 

感恩:Yvonne 探親渡假愉快，有多場慶生會/ Julie 工作 利，見證神的恩典/Ally

有好的Manager，爸爸 c肝的病情穩定，J&A有好的房客/Ingrid持續有好的
睡 工作 利/ Leah組內姐妹彼此互相幫助,喜樂相處 

禱:Yvonne 身體健康，Granny flat 及空房間找著和神心意的房客，與家人有更
密 的關係/Julie 更多看到別人的需要， 服神的帶 /Ally 媽媽血糖穩定,

不必控制飲食/Ally哥哥 來工作方向/Joe 父母膝蓋不疼痛/Ingrid對神更多
追求，出入平安，工作更專心/ Leah平安喜樂，工作效率,忍耐和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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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巴拿巴職青小組 地點：卜繁泰家             : 0433-721-868 /週五晚 7：30 

感恩:Emily Liu 新的部門學很多東西/Yuki 感冒得醫治/Sam 得到弟兄們的關懷

/Peter 能按時入學/小君 語言課 利通過，可以按時入學/Emily Lin 有時間

可以多休息，可以幫爸媽處理事情/SimonＷ 有一份穩定的工作/Michael 弟

弟鄰居家失火，有驚無險/Claire 和弟兄姐妹度過愉快的週  

禱:Emily Liu 保守 2月 24日 physician exam 利完成，剩下的幾天心中有平安

/Yuki 媽媽的信仰能回歸正路不再偏激/Sam 所有的面試有主的保守看顧；

獎學金盡快恢復 放；找到合神心意的工作/Peter 新工作能通過考試，成為

正式員工/小君 能 利通過打工考核/Emily Lin 知道自 問題所在，且能更

多倚靠神/Simon W Orientation Week一 利/Michael 求主親自安慰失火鄰

居失喪親人的心/ Claire  Supervisor的病可以儘快得神醫治  

西區以琳學青小組 地點：周亦凡家          : 0430-132-883 /週五晚 7：30 

感恩:組員有好的假期/Jing 在工作中有赐智慧/Cecily 神所賜超乎自 所求所想

/Licca 給家人傳福音/Vineyard越來越乖/Parry工作上學到東西 

禱: 組員陸續平安回來/組員假期回來后更多親近主，渴慕傳福音/Jing 在工作

中继续添加力量/Cecily希望自 更自信/Licca有智慧與家人溝通/ Lynn有智

慧管理時間/ Parry Lynn求神帶 前面道路  

西區以利沙學青小組 地點：張靖家        : 0435-220-313 /週六下午 4：00 

感恩: Jason 感谢神的带领，顺利考完试/Tina 平安到雪梨和媽媽會用微信/Ping 感

謝神一路的帶 /Wendy 假期每一天都很開心/Maggie 平安回來悉尼，和家

人有很好得假期/Alex 元宵節過得很開心，以及找到好房子  

禱: Maggie&Tina 店交接 利/Ping 希望學校的事情 利利，神賜平安/Wendy 

回雪梨平安，爸爸事業 利/Alex 媽媽身體健康，教慕道班有神同在  

北區房角石學青小組    地點：陳明鋒夫婦家   :0402-873-080 /週六下午 4：00 

感恩: Emily可以回台灣休假/Cindy新朋友 Joy來到小組/Rose神保守有一個愉快

的旅途/Siying平安回到悉尼/Sunny工作有很好的時間/Sarah神賜一份有收入

的 placement/Rae和家人相處愉快/Ronsie有平安的一周/Jake可以開始準備復

活節舞蹈演出/Jack神看顧身體健康/Eunice保守媽媽來澳洲的簽證申請非常

利/Jason感恩一家人旅途愉快  

禱: Emily希望在台灣的時間一 平安/Cindy愿工作服事有智慧/Rose希望學車

利/Siying 求神保守睡 質量/Sarah 需要找到合適的住處/Sunny 求神看顧

阿公和自 的身體健康/Rae 愿家人健康喜樂/Ronsie 希望身邊所有人都身體

健康/Jake愿學校註冊的事情 利/Jack求神帶 工作方向與前途/Eunice愿有

智慧面對工作中遇到的挑戰和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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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芥菜種學青小組    地點: 陳明鋒夫婦家      :0420-983-634 /週五晚 7：00 

感恩:歡迎芳芳&Robert一家 Jacky 權海 Stanley和 Dennis 回來/Simon考到很

好的成績/Louise 工作很開心/Claudia 帶主日敬拜有很多得著 /Edmund 和

Brenda很享受家庭時光/Harvey和 Beryl 平安回來並在雪梨定居  

禱:求神賜智慧給在新學年開學的兄姐們來學習，並有智慧傳福音/求神醫治

Simon的腳/求神親自預備要找工作的兄姐，可以在找工作中更多經歷神  

北區約瑟少年小組 地點：教會           : 0423-123-313 /週日下午 12：40 

感恩:James Marshall Jasmine Edison度過愉快的一週/歡迎新朋友 Kevin來小組

/Ray平安回到雪梨/Charlotte成為學生會主席/Candy為父親慶祝生日/組員積

極邀請同學來教會/Jinni很開心在少年小組服事 

禱:Ray和David在Canberra找到合適的教會/Jim Jason能有打工的機會/Charlotte

能 利畢業 IEC/Candy有智慧教兒主/心茹 希望弟弟能很好地復習，考試有

好成績/Lauren能通過學校的 dance auditio/Jocelyn和 Lauren在學校認識更多

的新朋友/組員能上完 6堂慕道班/組員能在家庭營裡經歷神的同在 生命被

主得著/Marshall Jason學好打鼓/James能找到合適地吉他老師/Jinni服事有

智慧/新朋友能持續來教會 小組  

西區約書亞少年小組 地點：林正宜夫婦家 : 0425-323-893 /週日上午 11：30 

Thanksgiving: Ruth finally gets to go on a holiday with her family. Vanessa had a fun     

swimming carnival. 

Prayer: Brian and Darren's away because they're grandpa has passed away/All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tests and exams/Continual safety for Ruth Millie and shu tian 

to have patience with their friends/Becki to work out uni timetable and be 

disciplined in good sleeping time. 

北區兒童主日學 地點：教會              : 0421-905-557 /週日早 10：30 

 Thanks giving: many kids returned from overseas holidays 

 Prayer: for the kids that have caught a cold to recover quickly 

西區兒童主日學 地點：教會              : 0403-947-555 /週日下午 2：30 

感恩: 孩子們開心地學習神的話  

禱: 求主興起更多兒主老師  

                                                                 

                                                            

 

23/Feb 與 2/Mar 主日聚會地點  

地點:  Chatswood Club 

地址:  11 Help St, Chatswood (火車站步行 4 鐘) 

停車: 

 免費地下停車場 (入口在後面的Mcintosh St) 

 週邊的 Street Parking 週日也都不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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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宣教網絡復興禱告會  

2013年 11月 13日禱告內容： 

一 10"感恩                           7：30  

二 10"敬拜及靈歌自由敬拜              7：40  

三 2"聆聽神聲音，8"自由禱告            7：50  

四 10"個人需要服事：                   8：00  

五 10"禱讀：約翰福音 15：4              8：10  

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 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 就不能

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六 2"為新朋友禱告                      8：20  

北區：Kelvin Mo Liya Wendy  Linda  Harvey & Beryl  Valerie的父母 

七 33"本周禱告主題：Week 4為 1503 中區植堂禱告 8：22  

1.   為中區植堂禱告： 

a． 教會牧者：求主常常向牧者顯明祂的心意 牧者有策略地帶動教會 進入中

區植堂 

b． 植堂委員：求主幫助植堂委員會召集人蘇筱玲姊妹及所有的植堂委員有智慧

和屬靈的洞見，能作合神心意的規劃安排 

c． 中區禱告：求主吸引更多的人參加週間禱告會 為中區守望 轉化當地的屬

靈空氣 

2. 為所有同工禱告： 

a. 興起同工：求主興起更多的兄姊 願意操練服事 接受裝備 成為主工人 

b. 差 同工：求主揀選 50位同工 願意接受差 6月到中區植堂 為主收

割莊稼 

c. 留守同工：同工堅定倚靠神 持守作好主的工 願意更多承擔服事的需要 

3. 為教會的其他事 禱告： 

a. 慕道朋友：求主堅固慕道友的心 上完 6堂慕道班 在家庭營中 利受洗 

b. 禁食禱告：兄姊願花時間親近神 參與 40天禁食禱告每人一週認 2-3餐 

c. 裝備課程：求主預備單身兄姊的心 積極報名參加 選對終身伴侶 課程 

八 5"查驗 享                    8：55  

九 30"神的話語 享                   9：00  

十 主禱文結束                    9：30  

1503宣教網絡禱告       2014年 奉主名求 40天禁食禱告 

你們要過去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

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 申命記 11:11-12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為了讓我們更好地預備心參加家庭營，在營會中 受神的恩膏，從 3月 12日起至 4月

20日，我們將開始為期 40天的禁食禱告 2014年 6月，我們將進入中區植堂 同時我

們盼望在 4月 20日復活節佈道會上，為主收割更多的莊稼  所以，在這關鍵的時候，

我們一起禁食禱告，使我們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攔阻

人認識神的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奪回人心 服基督 為幫助大家更有策略地禱告，教會

將會使用 奉主名求 禱告手冊 盼望在這 40天的禁食禱告中，每一個人都能學習禱

告 操練禱告，在禱告中經歷神的大能 我們 誠地邀請您，加入禱告的行列，參與全

教會的禁食禱告，讓我們與神同行，一同進入神給我們的豐盛之地！  

40天禁食禱告原則： 

✓ 弟兄姊妹建議一週認 2餐/人 

✓ 同工及小組長們，建議一週認 2-3餐/人 ，聖工委員一週認 3餐/人 

✓ 禁食當天為每餐 30 鐘至 1小時，聚集家人一同敬拜 禱告 感恩 求 

✓ 請為個人生命 家族 婚姻 教會以及國度禱告 

✓ 為貫徹禁食精神，鼓勵將禁食所省下的餐費奉獻或幫助有需要的人 

✓ 教會將統一使用 奉主名求 禱告手冊，請向小組長購買，建議$5/本 

✓ 實行時間為 3月 12日至 4月 20日 

✓ 禁食請依個人身體狀況與調整，如有任何問題請 小組長                           

請兄姊跟您牧養的小組長 記禁食時間，小組長將此表格於 3月 9日前 email回復至禱

告組，謝謝！ 

北區請 email至瑾妮： jennytan0816@hotmail.com 

西區請 email至雨萱： kisscool726@hotmail.com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早餐        

午餐        

晚餐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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