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民數記民數記民數記民數記 22222222：：：：1111----21212121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邱國煌邱國煌邱國煌邱國煌    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一一一一、、、、引論引論引論引論：：：：    

巴蘭的兩重性格巴蘭的兩重性格巴蘭的兩重性格巴蘭的兩重性格    

    

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一個人不能同時事奉兩個主人一個人不能同時事奉兩個主人一個人不能同時事奉兩個主人一個人不能同時事奉兩個主人    

    

二二二二、、、、本論本論本論本論：：：：    

1111、、、、盛情的邀請盛情的邀請盛情的邀請盛情的邀請（（（（民民民民 22:122:122:122:1----6666））））    

    

2222、、、、基本的報酬基本的報酬基本的報酬基本的報酬（（（（民民民民 22:722:722:722:7----15a15a15a15a））））    

    

3333、、、、豐富的回酬豐富的回酬豐富的回酬豐富的回酬（（（（民民民民 22:15b22:15b22:15b22:15b----21212121））））    

    

生活應用生活應用生活應用生活應用：：：：為什麼神允許了後又阻止呢為什麼神允許了後又阻止呢為什麼神允許了後又阻止呢為什麼神允許了後又阻止呢？？？？    

    

三三三三、、、、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不能事奉兩個主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人（（（（路路路路 16:1316:1316:1316:13））））    

    

    

    

小組討論小組討論小組討論小組討論    

1. 我們在生活上哪些領域把神當作是我們的「辯護者」（ Advocate） 而不是「敵

對者」（Adversary）? 

2. 在面對與真理有衝突的抉擇時，我們是「求神站在我們這一邊」還是「我們

站在神這一邊」？ 

3. 上司對職場中一些「吃裡扒外」，對公司不忠貞的員工，一般會如何處理？基

督徒如何避免「一腳踏兩船」（即「盡意盡心」愛神但卻「盡力盡性」去愛世

界），而能夠過一個有見證，得勝的生活？ 

    

                                                                          

    

 

 

    

 

 

 

 

 

    

                                                

    

    

    

    

    

    

    

    

    

        

    

    

    

    

    

        

        我們的異象我們的異象我們的異象我們的異象：：：：建立充滿真愛與能力的門徒教會建立充滿真愛與能力的門徒教會建立充滿真愛與能力的門徒教會建立充滿真愛與能力的門徒教會    
                    Our Vision: Building Churches with Disciples Full of God’s Love and Power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一一一一、、、、以詩歌讚美來敬拜以詩歌讚美來敬拜以詩歌讚美來敬拜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1503 1503 1503 1503 敬拜團敬拜團敬拜團敬拜團    

二二二二、、、、以感恩奉獻來敬拜以感恩奉獻來敬拜以感恩奉獻來敬拜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王曉晨王曉晨王曉晨王曉晨    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三三三三、、、、以迎新報告來敬拜以迎新報告來敬拜以迎新報告來敬拜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四四四四、、、、以虛心領受來敬拜以虛心領受來敬拜以虛心領受來敬拜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邱國煌邱國煌邱國煌邱國煌    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講題講題講題講題：：：：一心兩意的術士一心兩意的術士一心兩意的術士一心兩意的術士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民數記民數記民數記民數記 22222222：：：：1111----21212121    

五五五五、、、、以以以以回應呼召回應呼召回應呼召回應呼召來敬拜來敬拜來敬拜來敬拜                                                                            

六六六六、、、、以領受祝福來敬拜以領受祝福來敬拜以領受祝福來敬拜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七七七七、、、、以禱告服事來敬拜以禱告服事來敬拜以禱告服事來敬拜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聚 會 時 間 表聚 會 時 間 表聚 會 時 間 表聚 會 時 間 表         

週週週週    

日日日日    

禱告會禱告會禱告會禱告會    

10:0010:0010:0010:00----10:3010:3010:3010:30    

大禮堂大禮堂大禮堂大禮堂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10:3010:3010:3010:30----12:12:12:12:15151515                            

大禮堂大禮堂大禮堂大禮堂    

裝備課裝備課裝備課裝備課        

11112222::::33330000----11113333::::33330000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禮堂禮堂禮堂禮堂    

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    

10:3010:3010:3010:30----12:12:12:12:15151515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週週週週    

間間間間    

復興禱告會復興禱告會復興禱告會復興禱告會        週三週三週三週三 19191919:30:30:30:30    

各小組聚會各小組聚會各小組聚會各小組聚會    

請參內頁小組請參內頁小組請參內頁小組請參內頁小組    

感恩代禱感恩代禱感恩代禱感恩代禱    

生命培訓學院生命培訓學院生命培訓學院生命培訓學院    

週六週六週六週六 9:009:009:009:00    

教會辦公室教會辦公室教會辦公室教會辦公室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DCCDCCDCCDCC 

ChatswoodChatswoodChatswoodChatswood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林正宜家林正宜家林正宜家林正宜家

EastwoodEastwoodEastwoodEastwood    

中區中區中區中區    

樊雨萱家樊雨萱家樊雨萱家樊雨萱家

StratStratStratStrathhhhfiefiefiefielllldddd    

1503150315031503 宣教網絡宣教網絡宣教網絡宣教網絡    

  北雪梨靈糧堂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in Northern Sydney 
   1503 Mission Network 

 聚會地點聚會地點聚會地點聚會地點: Chatswood High School 高中禮堂, 24 Centennial Ave., Chatswood 
郵寄郵寄郵寄郵寄: P.O.Box404, St Leonards, NSW 1590  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 Unit 4, 130 Pacific Hwy, Greenwich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02)9439-5115 電郵電郵電郵電郵: 1503mission@gmail.com 網站網站網站網站: www.1503.org.au 
牧師牧師牧師牧師團隊團隊團隊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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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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兩意的術士一心兩意的術士一心兩意的術士一心兩意的術士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週週週週週週週週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誦誦誦誦誦誦誦誦經經經經經經經經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路路加加福福音音 1166：：1133  

一一個個僕僕人人不不能能事事奉奉兩兩個個主主．．不不是是惡惡這這個個愛愛那那個個、、就就是是重重這這個個輕輕那那個個．．你你

們們不不能能又又事事奉奉  神神、、又又事事奉奉瑪瑪門門。。  

  

            2020202011114444 年教會目標年教會目標年教會目標年教會目標                得地為業得地為業得地為業得地為業                同心邁向同心邁向同心邁向同心邁向                    『『『『1503150315031503』』』』    

1.1.1.1. 竭誠歡迎第一次參加聚會的來賓竭誠歡迎第一次參加聚會的來賓竭誠歡迎第一次參加聚會的來賓竭誠歡迎第一次參加聚會的來賓，，，，一次歡迎永遠歡迎一次歡迎永遠歡迎一次歡迎永遠歡迎一次歡迎永遠歡迎，，，，會後請留步享用茶點會後請留步享用茶點會後請留步享用茶點會後請留步享用茶點

彼此分享彼此分享彼此分享彼此分享，，，，歡迎參加小組歡迎參加小組歡迎參加小組歡迎參加小組；；；；如需英文同步翻譯器如需英文同步翻譯器如需英文同步翻譯器如需英文同步翻譯器，，，，請至影音桌領取請至影音桌領取請至影音桌領取請至影音桌領取。。。。    

2.2.2.2.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資深牧者資深牧者資深牧者資深牧者邱國煌邱國煌邱國煌邱國煌牧師蒞臨本堂牧師蒞臨本堂牧師蒞臨本堂牧師蒞臨本堂進行進行進行進行主日證道主日證道主日證道主日證道，，，，上午在本堂上午在本堂上午在本堂上午在本堂，，，，下午在恩典下午在恩典下午在恩典下午在恩典

靈糧堂靈糧堂靈糧堂靈糧堂，，，，兩堂信息不同兩堂信息不同兩堂信息不同兩堂信息不同，，，，願神紀念他的辛勞願神紀念他的辛勞願神紀念他的辛勞願神紀念他的辛勞！！！！    

3.3.3.3. 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有多位兄姊報名第有多位兄姊報名第有多位兄姊報名第有多位兄姊報名第七七七七屆生命培訓學院屆生命培訓學院屆生命培訓學院屆生命培訓學院，，，，全體筆試及口試已於昨日順全體筆試及口試已於昨日順全體筆試及口試已於昨日順全體筆試及口試已於昨日順

利舉行利舉行利舉行利舉行，，，，求神祝福并求神祝福并求神祝福并求神祝福并带领带领带领带领報考的兄姊報考的兄姊報考的兄姊報考的兄姊。。。。    

4.4.4.4. 中雪梨靈糧堂中雪梨靈糧堂中雪梨靈糧堂中雪梨靈糧堂植堂仍在進行中植堂仍在進行中植堂仍在進行中植堂仍在進行中，，，，請大家迫切為合適的聚會場地代禱請大家迫切為合適的聚會場地代禱請大家迫切為合適的聚會場地代禱請大家迫切為合適的聚會場地代禱！！！！    

5.5.5.5. 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本堂上半年同工一日退修會已於上週一順利舉行本堂上半年同工一日退修會已於上週一順利舉行本堂上半年同工一日退修會已於上週一順利舉行本堂上半年同工一日退修會已於上週一順利舉行，，，，大家享受美好的大家享受美好的大家享受美好的大家享受美好的

聚餐及交流聚餐及交流聚餐及交流聚餐及交流，，，，願神加添謀略和智慧的靈願神加添謀略和智慧的靈願神加添謀略和智慧的靈願神加添謀略和智慧的靈，，，，繼續帶領我們下半年的道路繼續帶領我們下半年的道路繼續帶領我們下半年的道路繼續帶領我們下半年的道路！！！！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組織架構增設執行委員會及事工處三個區組織架構增設執行委員會及事工處三個區組織架構增設執行委員會及事工處三個區組織架構增設執行委員會及事工處三個區。。。。同工群名單已更新同工群名單已更新同工群名單已更新同工群名單已更新，，，，執行委員由執行委員由執行委員由執行委員由

牧養處及事工處各區長或協調聯絡人擔任牧養處及事工處各區長或協調聯絡人擔任牧養處及事工處各區長或協調聯絡人擔任牧養處及事工處各區長或協調聯絡人擔任，，，，分別是分別是分別是分別是：：：：蘇筱玲蘇筱玲蘇筱玲蘇筱玲（（（（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陳陳陳陳

明鋒明鋒明鋒明鋒、、、、劉怡芳劉怡芳劉怡芳劉怡芳、、、、呂樂修呂樂修呂樂修呂樂修，，，，陳聖惠陳聖惠陳聖惠陳聖惠、、、、王學匯王學匯王學匯王學匯、、、、王岱王岱王岱王岱、、、、康翠芬康翠芬康翠芬康翠芬、、、、翁玉娥翁玉娥翁玉娥翁玉娥。。。。其他更其他更其他更其他更

新詳情請參週報夾頁新詳情請參週報夾頁新詳情請參週報夾頁新詳情請參週報夾頁，，，，請大家常常為同工代禱請大家常常為同工代禱請大家常常為同工代禱請大家常常為同工代禱。。。。    

6.6.6.6. 本堂執行委員會本堂執行委員會本堂執行委員會本堂執行委員會將於本週四晚及聖工聯席會將於下週四晚在陳明鋒夫婦家將於本週四晚及聖工聯席會將於下週四晚在陳明鋒夫婦家將於本週四晚及聖工聯席會將於下週四晚在陳明鋒夫婦家將於本週四晚及聖工聯席會將於下週四晚在陳明鋒夫婦家

舉行舉行舉行舉行，，，，求神賜智慧給執行委員和聖工們求神賜智慧給執行委員和聖工們求神賜智慧給執行委員和聖工們求神賜智慧給執行委員和聖工們！！！！    

7.7.7.7. 本堂下半年行事本堂下半年行事本堂下半年行事本堂下半年行事暦暦暦暦草案已公佈草案已公佈草案已公佈草案已公佈，，，，詳情請參佈告欄詳情請參佈告欄詳情請參佈告欄詳情請參佈告欄。。。。    

8888.... 各分堂主日各分堂主日各分堂主日各分堂主日崇拜投崇拜投崇拜投崇拜投影影影影片片片片將由將由將由將由桃園姐統桃園姐統桃園姐統桃園姐統一一一一製作製作製作製作，，，，煩煩煩煩請同工們於本週請同工們於本週請同工們於本週請同工們於本週起起起起將主日需將主日需將主日需將主日需

用用用用投投投投影影影影片最遲片最遲片最遲片最遲於於於於每每每每週四晚週四晚週四晚週四晚寄出寄出寄出寄出。。。。    

9999....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初初初初信信信信造就造就造就造就》》》》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4444////4444，，，，於於於於本週主日後本週主日後本週主日後本週主日後 12121212 點半在點半在點半在點半在對面教室對面教室對面教室對面教室開始開始開始開始上上上上課課課課。。。。請請請請

已已已已報名的學員報名的學員報名的學員報名的學員攜攜攜攜帶帶帶帶講義講義講義講義上上上上課課課課。。。。    

11110000....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連連連連續三堂續三堂續三堂續三堂《《《《恩賜恩賜恩賜恩賜發掘發掘發掘發掘》》》》課課課課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6666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主日後日主日後日主日後日主日後開始開始開始開始，，，，此此此此課程課程課程課程適合上適合上適合上適合上過過過過
慕慕慕慕道道道道班班班班、、、、初初初初信信信信造就課程造就課程造就課程造就課程，，，，受受受受洗且洗且洗且洗且有有有有服服服服事事事事經歷經歷經歷經歷的兄的兄的兄的兄姐姐姐姐報名參加報名參加報名參加報名參加，，，，來來來來發掘自己發掘自己發掘自己發掘自己的的的的

恩賜恩賜恩賜恩賜。。。。請小組長將報名名單於本週三晚請小組長將報名名單於本週三晚請小組長將報名名單於本週三晚請小組長將報名名單於本週三晚 12121212 點點點點前寄前寄前寄前寄給給給給裝備部裝備部裝備部裝備部張子榆張子榆張子榆張子榆。。。。課程講課程講課程講課程講
義僅預備義僅預備義僅預備義僅預備給已報名的學員給已報名的學員給已報名的學員給已報名的學員。。。。    

11.11.11.11. 歡迎各位兄歡迎各位兄歡迎各位兄歡迎各位兄姐踴躍姐踴躍姐踴躍姐踴躍參加各區週間參加各區週間參加各區週間參加各區週間復興復興復興復興禱告會禱告會禱告會禱告會！！！！您您您您將會將會將會將會經歷經歷經歷經歷聖靈聖靈聖靈聖靈充滿充滿充滿充滿、、、、得著方得著方得著方得著方
言言言言、、、、並並並並有有有有醫治釋放服醫治釋放服醫治釋放服醫治釋放服事事事事。。。。請請請請攜攜攜攜帶聖帶聖帶聖帶聖經經經經及及及及當當當當週禱告文週禱告文週禱告文週禱告文（（（（參週報夾頁參週報夾頁參週報夾頁參週報夾頁）。）。）。）。    

12.12.12.12.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部部部部聯合同工會聯合同工會聯合同工會聯合同工會原定原定原定原定 6666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現改現改現改現改至至至至 9999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1111 點點點點，，，，在在在在教教教教會會會會辦辦辦辦公公公公

室室室室舉行舉行舉行舉行。。。。    

13.13.13.13. 學學學學職青職青職青職青區區區區弟弟弟弟兄兄兄兄經歷經歷經歷經歷神神神神營營營營會將於會將於會將於會將於 6666月月月月 22228888日日日日----22229999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求神求神求神求神預備預備預備預備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弟弟弟弟兄們的兄們的兄們的兄們的

心心心心，，，，姐妹經歷姐妹經歷姐妹經歷姐妹經歷神神神神營營營營會報名會報名會報名會報名截止截止截止截止於於於於今今今今日日日日，，，，請請請請把握機把握機把握機把握機會會會會報名報名報名報名參加參加參加參加！！！！詳情請詳情請詳情請詳情請洽洽洽洽各各各各小小小小

組長組長組長組長。。。。    

14.14.14.14. 應應應應學學學學校要校要校要校要求求求求，，，，中文學中文學中文學中文學校開始校開始校開始校開始時時時時，，，，校內禁止停車校內禁止停車校內禁止停車校內禁止停車，，，，故入故入故入故入口處將於口處將於口處將於口處將於每每每每週主日後週主日後週主日後週主日後 1111

點半上點半上點半上點半上鎖鎖鎖鎖，，，，請兄請兄請兄請兄姐妹姐妹姐妹姐妹於於於於該該該該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前前前前將將將將車開離車開離車開離車開離學學學學校校校校！！！！    

15.15.15.15. 肢肢肢肢體代禱體代禱體代禱體代禱    ：：：：        

aaaa.... 恭喜畢嘉懷孕恭喜畢嘉懷孕恭喜畢嘉懷孕恭喜畢嘉懷孕！！！！願神願神願神願神保守媽媽保守媽媽保守媽媽保守媽媽和和和和孩子都健孩子都健孩子都健孩子都健康康康康平安平安平安平安！！！！    

bbbb.... 多加永多加永多加永多加永青青青青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堅毅姐堅毅姐堅毅姐堅毅姐的的的的先先先先生生生生，，，，龍萬嵩因腦血管堵塞龍萬嵩因腦血管堵塞龍萬嵩因腦血管堵塞龍萬嵩因腦血管堵塞，，，，於於於於手術手術手術手術後後後後，，，，腦部出血腦部出血腦部出血腦部出血，，，，

現現現現處於處於處於處於重度昏迷重度昏迷重度昏迷重度昏迷中中中中，，，，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請代禱，，，，求神求神求神求神施憐憫醫治施憐憫醫治施憐憫醫治施憐憫醫治他他他他，，，，賜賜賜賜平安平安平安平安給給給給堅毅姐堅毅姐堅毅姐堅毅姐及家人及家人及家人及家人！！！！    

cccc.... 請繼續為請繼續為請繼續為請繼續為李李李李牧師夫婦有牧師夫婦有牧師夫婦有牧師夫婦有健健健健康的康的康的康的身身身身體體體體，，，，治療治療治療治療的的的的過程過程過程過程及及及及得醫治得醫治得醫治得醫治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會前禱告會前禱告會前禱告會前禱告    主領主領主領主領    
音控音控音控音控////    

助手助手助手助手    

投影投影投影投影////    

助手助手助手助手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茶點茶點茶點茶點    點奉獻點奉獻點奉獻點奉獻    關懷關懷關懷關懷    

本週本週本週本週    怡靜怡靜怡靜怡靜    
1503150315031503    

敬拜團敬拜團敬拜團敬拜團    

芷芸芷芸芷芸芷芸    

婉瑜婉瑜婉瑜婉瑜    
玉傑玉傑玉傑玉傑    

約瑟約瑟約瑟約瑟    

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昌敏昌敏昌敏昌敏    

儒儒儒儒懿懿懿懿    

桂珍桂珍桂珍桂珍    

絲縈絲縈絲縈絲縈    

陳驍陳驍陳驍陳驍    

鵬帆鵬帆鵬帆鵬帆    

子鵬子鵬子鵬子鵬    姜楠姜楠姜楠姜楠    

秋芬秋芬秋芬秋芬    

下週下週下週下週    子榆子榆子榆子榆    
但以理但以理但以理但以理    

職青職青職青職青    

李傑李傑李傑李傑    

婉瑜婉瑜婉瑜婉瑜    

但以理但以理但以理但以理    

職青職青職青職青    

以馬內利以馬內利以馬內利以馬內利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于庭于庭于庭于庭    

羽濡羽濡羽濡羽濡    心茹心茹心茹心茹    

韋良韋良韋良韋良    

克黎克黎克黎克黎    

黛莉黛莉黛莉黛莉    

雪薇雪薇雪薇雪薇    

道平道平道平道平    思靈思靈思靈思靈    

布哲布哲布哲布哲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禱告會禱告會禱告會禱告會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奉獻金額奉獻金額奉獻金額奉獻金額    

週間週間週間週間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組數組數組數組數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建堂建堂建堂建堂    

北雪梨北雪梨北雪梨北雪梨    111146464646    22223333    
禱讀禱讀禱讀禱讀    

43434343    11111111    162162162162    $$$$3520352035203520....22225555    $$$$1000100010001000    $$$$50505050    

恩典恩典恩典恩典    99991111    11115555    35353535    8888    101101101101    $$$$4060406040604060....66660000    --------    --------    

含什一奉獻含什一奉獻含什一奉獻含什一奉獻    56565656    筆筆筆筆；；；；感恩感恩感恩感恩奉獻奉獻奉獻奉獻        1111    ；；；；;;;;建堂奉獻建堂奉獻建堂奉獻建堂奉獻    1111    筆筆筆筆    

教會經常費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教會經常費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教會經常費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教會經常費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BLCCNSBLCCNSBLCCNSBLCCNS，，，，銀行轉賬銀行轉賬銀行轉賬銀行轉賬：：：：BBBB////SSSS////BBBB：：：：062140062140062140062140，，，，帳號帳號帳號帳號A/C No.A/C No.A/C No.A/C No.：：：：10446544                      10446544                      10446544                      10446544                      

建堂基金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建堂基金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建堂基金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建堂基金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BLCCNS BUILDING FUNDBLCCNS BUILDING FUNDBLCCNS BUILDING FUNDBLCCNS BUILDING FUND，，，，銀行轉賬銀行轉賬銀行轉賬銀行轉賬: B/: B/: B/: B/SSSS////B: 032090B: 032090B: 032090B: 032090,,,,    帳號帳號帳號帳號A/C No.A/C No.A/C No.A/C No.：：：：727911727911727911727911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篇篇篇篇            章章章章    

6666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日日日日))))    民數記民數記民數記民數記 22222222：：：：21212121----41414141    

6666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一一一一))))    民數記民數記民數記民數記 23232323：：：：1111----12121212    

6666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二二二二))))    民數記民數記民數記民數記 23232323：：：：13131313----26262626    

6666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    ((((三三三三))))    民數記民數記民數記民數記 23232323：：：：27272727----24242424：：：：9999    

6666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    ((((四四四四))))    民數記民數記民數記民數記 24242424：：：：10101010----25252525    

6666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    ((((五五五五))))    民數記民數記民數記民數記 25252525：：：：1111----9999    

6666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六六六六))))    民數記民數記民數記民數記 25252525：：：：10101010----18181818    

        

        

        

        

多加多加多加多加    

永青永青永青永青    

八福八福八福八福    

永青永青永青永青    

以馬內利以馬內利以馬內利以馬內利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方舟方舟方舟方舟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巴拿巴巴拿巴巴拿巴巴拿巴    

職青職青職青職青    

但以理但以理但以理但以理    

職青職青職青職青    

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以賽亞    

背包客背包客背包客背包客    

房角石房角石房角石房角石    

學青學青學青學青    

芥菜種芥菜種芥菜種芥菜種    

學青學青學青學青    

中區雅各中區雅各中區雅各中區雅各    

學青學青學青學青    

約瑟約瑟約瑟約瑟    

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37373737    15151515    14141414    8888    9999    15151515    18181818    8888    19191919    8888    11111111    

生活守則生活守則生活守則生活守則    

言語言語言語言語上上上上        

不埋怨、不論斷、不傳話    

財物財物財物財物上上上上        

不借貸、不推銷、不作保    

處事上處事上處事上處事上        

要守時、要守約、要守密    

事奉上事奉上事奉上事奉上        

要虛心、要忠心、要同心 

    



                  1503150315031503 宣教網絡宣教網絡宣教網絡宣教網絡    2014201420142014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北北北北區多加永區多加永區多加永區多加永青青青青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昌敏昌敏昌敏昌敏家家家家））））                                        �::::    0000466466466466----888823232323----008008008008////週三週三週三週三早早早早 11110000：：：：0000000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妙麗姐妙麗姐妙麗姐妙麗姐主日主日主日主日招待服招待服招待服招待服事好事好事好事好榜樣榜樣榜樣榜樣////甘霖姐發甘霖姐發甘霖姐發甘霖姐發生生生生意外意外意外意外中有中有中有中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帶領神的帶領神的帶領神的帶領神的話激勵話激勵話激勵話激勵

組員願組員願組員願組員願意意意意同同同同心心心心合一分工合一分工合一分工合一分工服服服服事領受神的恩典和事領受神的恩典和事領受神的恩典和事領受神的恩典和呼呼呼呼召召召召////組員組員組員組員身身身身體體體體健健健健康康康康。。。。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堅毅姐先堅毅姐先堅毅姐先堅毅姐先生生生生腦部手術昏迷腦部手術昏迷腦部手術昏迷腦部手術昏迷和永和永和永和永居身份居身份居身份居身份////彭彭彭彭牧師在牧師在牧師在牧師在外外外外兩兩兩兩周服周服周服周服事事事事平安平安平安平安////詠紅詠紅詠紅詠紅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宣教出入平安見宣教出入平安見宣教出入平安見宣教出入平安見證主證主證主證主愛愛愛愛////福福福福榮姐身榮姐身榮姐身榮姐身體體體體完完完完全全全全復原復原復原復原，，，，韓弟韓弟韓弟韓弟兄夫婦感兄夫婦感兄夫婦感兄夫婦感冒恢復身冒恢復身冒恢復身冒恢復身體體體體

健健健健康康康康////九周九周九周九周年年年年慶慶慶慶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籌備籌備籌備籌備順利順利順利順利。。。。    

北北北北區區區區八八八八福永福永福永福永青青青青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教教教教會會會會辦辦辦辦公公公公室室室室））））                        �::::    0000424242420000----333388888888----000066666666////週四週四週四週四早早早早 11110000：：：：0000000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歡迎歡迎歡迎歡迎華兆雲華兆雲華兆雲華兆雲來來來來到到到到我們中間我們中間我們中間我們中間////多多多多數數數數組員願組員願組員願組員願意意意意參加恩賜參加恩賜參加恩賜參加恩賜發課程發課程發課程發課程////王王王王濤幫助濤幫助濤幫助濤幫助組員組員組員組員体体体体

會會會會到到到到""""初初初初信信信信造就造就造就造就""""基基基基本本本本功功功功夫的夫的夫的夫的重要重要重要重要////海萍海萍海萍海萍姊姊姊姊孫子孫子孫子孫子 kevinkevinkevinkevin，，，，小小年紀小小年紀小小年紀小小年紀鋼琴通過鋼琴通過鋼琴通過鋼琴通過 6666

級級級級////秋秋秋秋芬是小組的代禱者芬是小組的代禱者芬是小組的代禱者芬是小組的代禱者////秋秋秋秋芬芬芬芬，，，，王王王王濤濤濤濤，，，，海萍海萍海萍海萍一一一一起起起起參加同工會參加同工會參加同工會參加同工會。。。。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李李李李牧師牧師牧師牧師化療趕走癌細胞化療趕走癌細胞化療趕走癌細胞化療趕走癌細胞////李李李李師師師師母身心母身心母身心母身心靈靈靈靈都健壯都健壯都健壯都健壯/Jessica/Jessica/Jessica/Jessica 不不不不再失眠再失眠再失眠再失眠，，，，体力恢復体力恢復体力恢復体力恢復////

趙阿姨開心与女兒趙阿姨開心与女兒趙阿姨開心与女兒趙阿姨開心与女兒一一一一塊旅遊塊旅遊塊旅遊塊旅遊////馬丁与恆輝重馬丁与恆輝重馬丁与恆輝重馬丁与恆輝重擔擔擔擔可以減輕些可以減輕些可以減輕些可以減輕些/Daisy(/Daisy(/Daisy(/Daisy(登春登春登春登春兄的兄的兄的兄的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來參加主日來參加主日來參加主日來參加主日////天天天天下下下下父父父父母心母心母心母心，，，，願願願願子女子女子女子女們多們多們多們多体体体体貼父貼父貼父貼父母母母母////风风风风芸很快芸很快芸很快芸很快地地地地就可就可就可就可搬搬搬搬家家家家

了了了了////EllEllEllEllenenenen回回回回到到到到香港香港香港香港後後後後，，，，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很快很快很快很快的的的的回回回回到到到到雪梨雪梨雪梨雪梨。。。。    

中中中中區區區區以以以以諾諾諾諾家家家家庭庭庭庭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南俊峰南俊峰南俊峰南俊峰家家家家））））                                    �::::    0000435435435435----252252252252----277277277277////週週週週五五五五晚晚晚晚    7777：：：：3333000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家人一同家人一同家人一同家人一同度度度度过过过过美好的同工美好的同工美好的同工美好的同工会会会会和小和小和小和小组组组组聚餐聚餐聚餐聚餐/Danie/Danie/Danie/Daniellll小小小小手手手手术顺术顺术顺术顺利家人利家人利家人利家人关关关关心心心心陪伴陪伴陪伴陪伴。。。。        

代代代代祷祷祷祷：：：：KKKKenenenentttt小家小家小家小家回回回回国顺国顺国顺国顺利利利利//// 7 7 7 7月月月月州政府州政府州政府州政府担担担担保保保保会计尽会计尽会计尽会计尽快快快快开开开开放放放放////家人生培考家人生培考家人生培考家人生培考试顺试顺试顺试顺利利利利////中中中中区区区区

尽尽尽尽快找快找快找快找到到到到场场场场地地地地////    DanieDanieDanieDaniellll 伤势伤势伤势伤势恢恢恢恢复复复复。。。。    

西西西西區區區區伯伯伯伯大大大大尼尼尼尼家家家家庭庭庭庭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金莉金莉金莉金莉家家家家））））                                �::::    0000444400003333----999947474747----555555555555////週週週週五五五五晚晚晚晚    7777：：：：3333000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小組聚餐小組聚餐小組聚餐小組聚餐喜喜喜喜樂恩典樂恩典樂恩典樂恩典滿滿滿滿溢溢溢溢////志成志成志成志成    禱禱禱禱讀讀讀讀有有有有得著得著得著得著////JinJinJinJin 工工工工作作作作順利順利順利順利////鄭潔鄭潔鄭潔鄭潔    神的神的神的神的愛愛愛愛超越超越超越超越

一切恩典一切恩典一切恩典一切恩典滿滿滿滿滿滿滿滿////王王王王昕昕昕昕    神神神神對對對對家人家人家人家人保守保守保守保守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王王王王昕昕昕昕    帶領帶領帶領帶領前面前面前面前面的道的道的道的道////JinJinJinJin 帶領全家的道路帶領全家的道路帶領全家的道路帶領全家的道路////TTTTaaaammmmmmmmyyyy    保守保守保守保守 11111111////6666 膝蓋膝蓋膝蓋膝蓋手術手術手術手術成成成成功功功功    

////TrTrTrTracyacyacyacy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房房房房子子子子順利順利順利順利成成成成交交交交解除解除解除解除煩煩煩煩惱憂慮惱憂慮惱憂慮惱憂慮////志成志成志成志成    帶人信主帶人信主帶人信主帶人信主////常大姊常大姊常大姊常大姊    家人家人家人家人能能能能感感感感

恩的恩的恩的恩的心心心心能蒙能蒙能蒙能蒙主恩主恩主恩主恩寵寵寵寵////AmAmAmAmananananddddaaaa 家家家家庭庭庭庭平安平安平安平安////ChChChChaaaarlrlrlrleseseses 事事事事業業業業順利順利順利順利////小康小康小康小康    女兒女兒女兒女兒 HSCHSCHSCHSC&&&&牧牧牧牧

師師師師師師師師母身母身母身母身體體體體健壯健壯健壯健壯靈靈靈靈魂魂魂魂興興興興盛盛盛盛。。。。    

中區信中區信中區信中區信望望望望愛愛愛愛家家家家庭庭庭庭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張張張張漢章漢章漢章漢章夫婦家夫婦家夫婦家夫婦家））））    �::::    0000434343430000----222288883333----131131131131////    週週週週五五五五晚晚晚晚    7777：：：：3333000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弟弟弟弟兄們在兄們在兄們在兄們在營營營營會有會有會有會有所所所所得著得著得著得著////弟弟弟弟兄兄兄兄姐妹姐妹姐妹姐妹們為們為們為們為 HHHHaaaarrrrveyveyveyvey夫婦夫婦夫婦夫婦煮菜煮菜煮菜煮菜////BBBBeeeerrrryyyyllll    &&&&    LLLLanananangggg    身身身身體體體體

健健健健康康康康////LLLLininininddddaaaa    堅定堅定堅定堅定信信信信心心心心////KKKKennyennyennyenny    順利順利順利順利完完完完成成成成功課功課功課功課////SSSSiiiimomomomonnnn    功課功課功課功課全全全全部通過部通過部通過部通過，，，，且且且且有有有有 1111

星期假期星期假期星期假期星期假期////感謝感謝感謝感謝 AAAAnnnndrdrdrdreeeewwww    &&&&    恩惠牧師們恩惠牧師們恩惠牧師們恩惠牧師們，，，，辛勞為小組辛勞為小組辛勞為小組辛勞為小組過過過過去所付去所付去所付去所付出出出出的的的的。。。。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LLLLininininddddaaaa    兒子兒子兒子兒子考考考考 HSCHSCHSCHSC完完完完成成成成學學學學業業業業////WWWWenenenenddddyyyy    能能能能有更多有更多有更多有更多休休休休息的時間息的時間息的時間息的時間////SSSSiiiimomomomonnnn    &&&&    WWWWenenenenddddyyyy    

清楚清楚清楚清楚完完完完整整整整的交的交的交的交接接接接小組事小組事小組事小組事務務務務////HHHHaaaarrrrveyveyveyvey    找找找找到到到到合適合適合適合適房房房房子子子子，，，，有體有體有體有體力力力力照顧妻照顧妻照顧妻照顧妻子子子子，，，，工工工工作作作作

有智慧有智慧有智慧有智慧////BBBBeeeerrrryyyyllll    懷孕身懷孕身懷孕身懷孕身體體體體得保守得保守得保守得保守////LLLLanananangggg    兒子兒子兒子兒子 AAAAakaakaakaaka 在在在在幼幼幼幼兒園兒園兒園兒園午午午午睡睡睡睡不不不不要要要要尿床尿床尿床尿床

////KKKKennyennyennyenny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腳痛腳痛腳痛腳痛、、、、兒子兒子兒子兒子 EthEthEthEthanananan的的的的濕疹濕疹濕疹濕疹////PPPPeeeeoooonynynyny    工工工工作作作作適適適適應應應應////組員們為牧師組員們為牧師組員們為牧師組員們為牧師接接接接受受受受療療療療

程程程程及及及及身身身身體康體康體康體康復復復復禱告禱告禱告禱告////願小組願小組願小組願小組成成成成員員員員，，，，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在小組在小組在小組在小組內得內得內得內得成成成成長長長長、、、、突破突破突破突破////雅雅雅雅芳芳芳芳手手手手被被被被

油油油油弄傷弄傷弄傷弄傷，，，，求主求主求主求主醫治醫治醫治醫治。。。。    

                  1503150315031503 宣教網絡宣教網絡宣教網絡宣教網絡    2014201420142014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北北北北區區區區以馬內以馬內以馬內以馬內利家利家利家利家庭庭庭庭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瑞瑞瑞瑞敏敏敏敏家家家家））））                            �::::    0000444400003333----000021212121----333366666666////週週週週五五五五晚晚晚晚 7777：：：：3333000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AmAmAmAmananananddddaaaa參加同工退修會參加同工退修會參加同工退修會參加同工退修會很很很很有有有有收穫收穫收穫收穫////紅紅紅紅琅琅琅琅    領受主領受主領受主領受主內姐妹內姐妹內姐妹內姐妹温温温温暖暖暖暖备备备备至的至的至的至的关爱关爱关爱关爱////李李李李

多多多多    度過度過度過度過愉快愉快愉快愉快的週的週的週的週末末末末////張慶張慶張慶張慶    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歸歸歸歸來來來來////林眉林眉林眉林眉    有有有有平平平平靜靜靜靜的的的的心心心心適適適適應應應應新工新工新工新工作作作作////晨琳晨琳晨琳晨琳    家家家家

庭庭庭庭帶來新帶來新帶來新帶來新希望希望希望希望////淑瑩淑瑩淑瑩淑瑩    活活活活著著著著有主的有主的有主的有主的喜喜喜喜悅悅悅悅////一一一一梅梅梅梅    北北北北區場地有好的同工加區場地有好的同工加區場地有好的同工加區場地有好的同工加入入入入、、、、興興興興

亞能夠兼顧亞能夠兼顧亞能夠兼顧亞能夠兼顧學學學學習習習習和工和工和工和工作作作作。。。。    

代代代代祷祷祷祷::::求主求主求主求主完完完完全全全全醫治醫治醫治醫治牧師的牧師的牧師的牧師的身身身身體體體體////親親親親自興起以馬內自興起以馬內自興起以馬內自興起以馬內利利利利，，，，願願願願天父天父天父天父賜賜賜賜愛愛愛愛給給給給每每每每個組員和他個組員和他個組員和他個組員和他

們的家們的家們的家們的家庭庭庭庭////帶領帶領帶領帶領晨琳晨琳晨琳晨琳和和和和淑瑩未淑瑩未淑瑩未淑瑩未來的路來的路來的路來的路////啟示林眉啟示林眉啟示林眉啟示林眉有智慧有智慧有智慧有智慧做做做做好本好本好本好本職職職職工工工工作作作作////李李李李多有多有多有多有

足夠足夠足夠足夠體體體體力平力平力平力平衡衡衡衡生生生生活活活活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及及及及服服服服事事事事////紅紅紅紅琅琅琅琅身身身身體體體體儘快儘快儘快儘快恢復恢復恢復恢復。。。。    

北北北北區區區區方方方方舟舟舟舟家家家家庭庭庭庭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宜宜宜宜萍萍萍萍家家家家））））                                        �::::    0000422422422422----335335335335----677677677677////週三週三週三週三早早早早 11110000：：：：0000000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BoBoBoBonniennienniennie        在在在在服服服服事中事中事中事中與與與與神更神更神更神更親近親近親近親近////坦坦坦坦坦坦坦坦    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健健健健康康康康////RRRRicicicichhhhaaaardrdrdrd        享受享受享受享受澳洲超澳洲超澳洲超澳洲超一流一流一流一流                

体体体体检检检检服服服服务务务务////DaviDaviDaviDavidddd    神神神神光照光照光照光照有有有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小玉小玉小玉小玉        兒子守義兒子守義兒子守義兒子守義上週領上週領上週領上週領校校校校長長長長獎獎獎獎////ErErErEricicicic遇遇遇遇見見見見神神神神營營營營

會有會有會有會有得著得著得著得著。。。。    

代代代代祷祷祷祷：：：：JJJJohohohohnnnn        更多時間更多時間更多時間更多時間親近親近親近親近神神神神////BoBoBoBonniennienniennie            夫夫夫夫妻之妻之妻之妻之間有時間間有時間間有時間間有時間溝溝溝溝通通通通////坦坦坦坦坦坦坦坦    父父父父母母母母来来来来澳能澳能澳能澳能顺顺顺顺

利利利利适适适适应应应应与与与与婴婴婴婴儿相儿相儿相儿相处处处处////RRRRicicicichhhhaaaardrdrdrd        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健健健健康康康康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李李李李牧牧牧牧师医师医师医师医治治治治过过过过程程程程中一切不中一切不中一切不中一切不适除适除适除适除

去去去去////离澳返离澳返离澳返离澳返乡乡乡乡的的的的弟弟弟弟兄姊兄姊兄姊兄姊妹平安妹平安妹平安妹平安顺顺顺顺利利利利////DaviDaviDaviDavidddd    神帶領工神帶領工神帶領工神帶領工作作作作有智慧有智慧有智慧有智慧平安平安平安平安。。。。    

西西西西區區區區喜喜喜喜樂家樂家樂家樂家庭庭庭庭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董齊董齊董齊董齊夫婦家夫婦家夫婦家夫婦家））））                    �::::    0000444400003333----999947474747----555555555555////週四週四週四週四早早早早    11110000：：：：3333000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永永永永琪琪琪琪////眼眼眼眼部部部部测试测试测试测试一切一切一切一切正正正正常常常常////LLLLynn/ynn/ynn/ynn/学学学学到到到到很很很很多多多多理理理理财财财财知知知知识识识识////萍萍萍萍    主主主主让让让让我明我明我明我明白很白很白很白很多事多事多事多事

情情情情，，，，学会顺学会顺学会顺学会顺服服服服，，，，主主主主垂听垂听垂听垂听祷祷祷祷告告告告////雅男雅男雅男雅男////高高高高鹏鹏鹏鹏工工工工作作作作有主同在有主同在有主同在有主同在////KKKKiiiittttttttyyyy 端端端端午午午午节过节过节过节过的的的的很很很很

开开开开心心心心，，，，和堂和堂和堂和堂妹妹妹妹有有有有微微微微信信信信聊天聊天聊天聊天////恩惠牧恩惠牧恩惠牧恩惠牧师师师师    营会营会营会营会中中中中弟弟弟弟兄兄兄兄们们们们愿愿愿愿意意意意站站站站出出出出来来来来，，，，成成成成为为为为家家家家

中的中的中的中的头头头头////付付付付锐锐锐锐    感感感感谢谢谢谢主主主主为为为为我家我家我家我家开开开开道路道路道路道路////    VVVVivian/ivian/ivian/ivian/睡睡睡睡眠眠眠眠质质质质量量量量好好好好转转转转。。。。    

代代代代祷祷祷祷：：：：雅男雅男雅男雅男    1515151500003333 的的的的教教教教会会会会与与与与主同行主同行主同行主同行////萍萍萍萍    求主求主求主求主时时时时刻刻刻刻和我和我和我和我们们们们同在同在同在同在////VVVVivianivianivianivian    求主求主求主求主赐赐赐赐智慧智慧智慧智慧处处处处

理理理理大小事大小事大小事大小事。。。。    

北北北北區區區區巴拿巴巴拿巴巴拿巴巴拿巴職青職青職青職青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曉晨曉晨曉晨曉晨家家家家））））                                �::::    0000433433433433----721721721721----888866668888    ////週週週週五五五五晚晚晚晚 7777：：：：3333000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ShShShShiiiirlrlrlrleyeyeyey    神的神的神的神的供供供供應應應應和學和學和學和學習習習習順順順順服服服服////HHHHaaaallllllllieieieie    家家家家裡裡裡裡多多多多了隻貓星了隻貓星了隻貓星了隻貓星人人人人////SSSSiiiimomomomonnnn    面面面面試順利試順利試順利試順利

////ClClClClaaaaududududiaiaiaia    禱禱禱禱讀讀讀讀有有有有很很很很好的分享和好的分享和好的分享和好的分享和得著得著得著得著////StStStStananananlllleyeyeyey    順利順利順利順利收收收收到到到到郵件郵件郵件郵件////EmEmEmEmiiiillllyyyy    LLLL    轉科系轉科系轉科系轉科系

成成成成功功功功/Ja/Ja/Ja/Jaddddeeee    生生生生活很活很活很活很充充充充實實實實/Jin/Jin/Jin/Jingggg    看看看看到到到到神在家神在家神在家神在家裡做裡做裡做裡做的工的工的工的工////EmEmEmEmiiiillllyyyy    WWWW    感受感受感受感受了很了很了很了很有有有有意意意意

義義義義的同工會的同工會的同工會的同工會。。。。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ShShShShiiiirrrrlllleyeyeyey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移民申移民申移民申移民申請和來請和來請和來請和來澳澳澳澳一切順利一切順利一切順利一切順利 ////HHHHaaaallllllllieieieie    貓星貓星貓星貓星人人人人儘快儘快儘快儘快適適適適應應應應新生新生新生新生活活活活

////SSSSiiiimomomomonnnn    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忙碌忙碌忙碌忙碌中有中有中有中有條理條理條理條理////ClClClClaaaaududududiaiaiaia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的的的的身身身身體體體體////StStStStananananlllleyeyeyey    未未未未來的來的來的來的發發發發展展展展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EmEmEmEmiiiillllyyyy    LLLL&&&&    JaJaJaJaddddeeee    學學學學習習習習考試順利考試順利考試順利考試順利/Jin/Jin/Jin/Jingggg    出入平安出入平安出入平安出入平安////EmEmEmEmiiiillllyyyy    WWWW    記性能記性能記性能記性能好點好點好點好點。。。。    

北北北北區區區區但但但但以以以以理理理理職青職青職青職青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瑾妮瑾妮瑾妮瑾妮家家家家））））                            �::::    0000444400001111----890890890890----474474474474    ////週週週週五五五五晚晚晚晚    7777：：：：3333000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NNNNickickickick 順利順利順利順利買買買買到到到到合適的合適的合適的合適的房房房房子子子子////BrBrBrBrenenenenddddaaaa 回回回回家家家家/Di/Di/Di/Dillollollollonnnn 在在在在敬敬敬敬拜拜拜拜團團團團團團團團會中會中會中會中與與與與弟弟弟弟兄兄兄兄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有有有有很很很很好的交流好的交流好的交流好的交流////LLLLiiiittttttttyyyy    lolololonnnngggg    wwwweekeneekeneekeneekendddd有好的有好的有好的有好的休休休休息息息息。。。。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VVVVaaaalllleeeerrrrieieieie 房房房房子子子子 sesesesettlttlttlttleeee 順利順利順利順利////NNNNickickickick 學學學學校面校面校面校面試有智慧試有智慧試有智慧試有智慧////BrBrBrBrenenenenddddaaaa 妹妹妹妹妹妹妹妹生生生生産産産産一切順利一切順利一切順利一切順利

/Di/Di/Di/Dillollollollonnnn 服服服服事有智慧事有智慧事有智慧事有智慧，，，，恩上加恩恩上加恩恩上加恩恩上加恩，，，，力力力力上加上加上加上加力力力力////LLLLiiiittttttttyyyy順利順利順利順利做做做做好好好好出出出出行行行行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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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西西區區區區尼希尼希尼希尼希米米米米職青職青職青職青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盈盈盈盈方方方方家家家家））））                                    �::::    0000454545450000----999955559999----717717717717    ////週週週週五五五五晚晚晚晚 7777：：：：3333000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YYYYvvvvoooonnennennenne 預備預備預備預備考試有進考試有進考試有進考試有進展展展展，，，，下大下大下大下大雨雨刷壞掉還雨雨刷壞掉還雨雨刷壞掉還雨雨刷壞掉還順利順利順利順利開車開車開車開車回回回回家家家家並且並且並且並且生生生生還還還還

/J&/J&/J&/J&AAAA,,,,DebDebDebDeb    有有有有愉快愉快愉快愉快的的的的    lolololonnnngggg    wwwweekeneekeneekeneekendddd////BBBBeeeellllllllaaaa找找找找到到到到打打打打工工工工的工的工的工的工作作作作。。。。    

代代代代祷祷祷祷：：：：YYYYvvvvoooonnennennenne 預備預備預備預備考試考試考試考試，，，，車子車子車子車子的的的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能能能能盡盡盡盡快快快快得得得得解解解解決決決決/J/J/J/Jooooeeee 在在在在現現現現在的工在的工在的工在的工作作作作崗崗崗崗位上位上位上位上面面面面

有有有有成成成成就就就就感感感感、、、、有有有有熱熱熱熱情情情情////BBBBeeeellllllllaaaa希望希望希望希望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遇遇遇遇到到到到合合合合适适适适的的的的专业专业专业专业工工工工作作作作/Deb/Deb/Deb/Deb感感感感冒冒冒冒盡盡盡盡快快快快康康康康復復復復。。。。    

中中中中區區區區比撒列比撒列比撒列比撒列職青職青職青職青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玉娥玉娥玉娥玉娥家家家家））））                            �::::    0000444477777777----111188882222----727727727727    ////週週週週五五五五晚晚晚晚    7777：：：：3333000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LLLLiccaiccaiccaicca    和家人有美好和家人有美好和家人有美好和家人有美好相相相相聚時聚時聚時聚時光光光光////WWWWenenenenddddyyyy    有有有有機機機機會會會會向向向向朋友傳朋友傳朋友傳朋友傳福音福音福音福音////HHHHeeeermrmrmrmanananan    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回回回回

國國國國////春春春春蕊蕊蕊蕊    姊姊姊姊妹妹妹妹們們們們互互互互相相相相幫助幫助幫助幫助////ShShShShansansansanshhhhanananan    跟跟跟跟教教教教會會會會弟弟弟弟兄姊兄姊兄姊兄姊妹妹妹妹的感情的感情的感情的感情越越越越來來來來越越越越好好好好////AlAlAlAleeeexxxx    

穩穩穩穩定定定定的的的的成成成成為代禱者為代禱者為代禱者為代禱者，，，，和和和和爸爸爸爸媽媽媽媽聊天聊天聊天聊天有有有有驚驚驚驚喜喜喜喜////MMMMaaaaggggggggieieieie    搬搬搬搬家家家家到到到到 GGGGordoordoordoordon/n/n/n/SSSSaaaammmm&&&&YYYYuuuukikikiki    

SSSSaaaammmm 的論文的論文的論文的論文最最最最終終終終得以得以得以得以成成成成功發功發功發功發表表表表 ////MMMMicicicichhhhaeaeaeaellll    搬搬搬搬家順利家順利家順利家順利 ////小玉小玉小玉小玉    禱告中有感禱告中有感禱告中有感禱告中有感動動動動

////AgAgAgAgnesnesnesnes    感受感受感受感受到到到到家人家人家人家人滿滿滿滿滿滿滿滿的的的的愛愛愛愛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LLLLiccaiccaiccaicca    外外外外婆婆婆婆身身身身體體體體健健健健康願康願康願康願意講話意講話意講話意講話////WWWWenenenenddddyyyy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的的的的外外外外婆婆婆婆身身身身體體體體得醫治得醫治得醫治得醫治，，，，闌尾炎盡闌尾炎盡闌尾炎盡闌尾炎盡

快快快快消炎消炎消炎消炎////HHHHeeeermrmrmrmanananan    一切事一切事一切事一切事務務務務上有上有上有上有屬屬屬屬天天天天智慧處智慧處智慧處智慧處理理理理////春春春春蕊蕊蕊蕊    合合合合理理理理安安安安排排排排時間時間時間時間////ShShShShansansansanshhhhanananan    

州政府州政府州政府州政府擔擔擔擔保保保保事事事事宜宜宜宜順利順利順利順利 ////AlAlAlAleeeexxxx    在神在神在神在神裡裡裡裡面面面面去除去除去除去除小小小小女兒心女兒心女兒心女兒心態態態態，，，，承承承承擔更多擔更多擔更多擔更多責責責責任任任任

////MMMMaaaaggggggggieieieie    更有智慧處更有智慧處更有智慧處更有智慧處理理理理不同的事不同的事不同的事不同的事務務務務////SSSSaaaammmm&&&&YYYYuuuukikikiki    學學學學費費費費的事情的事情的事情的事情能能能能得到得到得到得到期期期期待待待待的的的的答答答答

復復復復，，，，開開開開會會會會蒙蒙蒙蒙神神神神保守保守保守保守////MMMMicicicichhhhaeaeaeaellll    高高高高效運效運效運效運用時間用時間用時間用時間////小玉小玉小玉小玉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身身身身體體體體得醫治得醫治得醫治得醫治////AgAgAgAgnesnesnesnes    學學學學

習習習習考試有智慧考試有智慧考試有智慧考試有智慧    

西西西西區區區區以以以以利利利利沙沙沙沙學學學學青青青青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星星星星語語語語家家家家））））                                �::::    0000435435435435----222222220000----313313313313    ////週週週週五五五五晚晚晚晚 7777：：：：3333000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IIIIanananan個人個人個人個人敬敬敬敬拜拜拜拜很很很很喜喜喜喜樂樂樂樂////FFFFiiiioooonananana    有有有有朋友關朋友關朋友關朋友關心心心心////TTTTinainainaina同工會順利同工會順利同工會順利同工會順利////CCCCeciecieciecillllyyyy    得到得到得到得到獎獎獎獎品品品品。。。。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IIIIanananan 有更有更有更有更規律規律規律規律的靈修的靈修的靈修的靈修////TTTTinainainaina 有智慧帶領小組有智慧帶領小組有智慧帶領小組有智慧帶領小組////CCCCeciecieciecillllyyyy    rrrreeeepppportortortort    拿拿拿拿到到到到好好好好成成成成績績績績////FFFFiiiioooonananana    

下週的下週的下週的下週的期末期末期末期末考試和考試和考試和考試和複複複複習習習習。。。。    

北北北北區區區區房房房房角石角石角石角石學學學學青青青青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明鋒夫婦明鋒夫婦明鋒夫婦明鋒夫婦家家家家））））        �    ::::0000444400002222----888873737373----080080080080    ////週週週週六六六六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444：：：：0000000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EmEmEmEmiiiillllyyyy    每每每每天天天天都都都都有好有好有好有好東東東東西西西西吃吃吃吃////RRRRaeaeaeae    開心可以開心可以開心可以開心可以參加表參加表參加表參加表姐姐姐姐的的的的畢畢畢畢業業業業典典典典禮禮禮禮////EuEuEuEunicenicenicenice 舞蹈舞蹈舞蹈舞蹈

敬敬敬敬拜拜拜拜練練練練習習習習有有有有得著得著得著得著/Jas/Jas/Jas/Jasoooonnnn    學學學學業業業業進行進行進行進行得得得得不不不不錯錯錯錯////SSSSiiiimomomomonnnn 找找找找到到到到了兼了兼了兼了兼職職職職工工工工作作作作/Jake/Jake/Jake/Jake    聽聽聽聽了了了了

一場一場一場一場很很很很棒棒棒棒的音樂會的音樂會的音樂會的音樂會 ////RRRRickyickyickyicky 睡睡睡睡眠眠眠眠好好好好了了了了 ////SSSSaaaarrrraaaahhhh    學學學學習習習習有有有有效率效率效率效率，，，，交交交交了了了了三三三三份功課份功課份功課份功課

////RoRoRoRonsiensiensiensie在在在在墨爾墨爾墨爾墨爾本的時間本的時間本的時間本的時間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愉快愉快愉快愉快/Jack/Jack/Jack/Jack 身身身身體體體體健壯健壯健壯健壯。。。。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EmEmEmEmiiiillllyyyy願願願願哥哥哥哥哥哥哥哥的的的的檢查結果檢查結果檢查結果檢查結果理理理理想想想想////求神賜求神賜求神賜求神賜 SSSSiiiimomomomonnnn,,,,JasJasJasJasoooonnnn,,,,RRRRaeaeaeae,,,,JakeJakeJakeJake,,,,和和和和 RRRRickyickyickyicky學學學學習習習習智智智智

慧慧慧慧，，，，保守保守保守保守期末期末期末期末考試考試考試考試成成成成績績績績好好好好////RRRRaeaeaeae，，，，JakeJakeJakeJake，，，，RoRoRoRonsiensiensiensie願家人願家人願家人願家人健健健健康康康康////SSSSiiiimomomomonnnn 保守保守保守保守在工在工在工在工作作作作

上的學上的學上的學上的學習習習習/Jack/Jack/Jack/Jack 身身身身體體體體健健健健康康康康////SSSSaaaarrrraaaahhhh 順利順利順利順利收收收收到到到到 ppppllllaceaceaceacemmmmenenenentttt 合合合合約約約約/Jake/Jake/Jake/Jake 希望希望希望希望和家人和家人和家人和家人溝溝溝溝

通通通通有智慧有智慧有智慧有智慧////EuEuEuEunicenicenicenice 身身身身體體體體健健健健康康康康以以以以及工及工及工及工作服作服作服作服事生事生事生事生活活活活安安安安排排排排好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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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北北區區區區芥芥芥芥菜菜菜菜種種種種學學學學青青青青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明鋒夫婦家明鋒夫婦家明鋒夫婦家明鋒夫婦家））））                    �    :0:0:0:0422422422422----000066666666----888877 77 77 77 ////週週週週五五五五晚晚晚晚 7777：：：：0000000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EmEmEmEmiiiillllyyyy家人家人家人家人旅旅旅旅游游游游/Jenni/Jenni/Jenni/Jenniffffeeeerrrr禱告有禱告有禱告有禱告有效效效效/Davi/Davi/Davi/Davidddd考試順利考試順利考試順利考試順利，，，，榮榮榮榮恩學恩學恩學恩學期期期期順利順利順利順利結束結束結束結束////ChrChrChrChrisisisis

得得得得老板老板老板老板信任信任信任信任 ////HHHHenenenenrrrryyyy 平安平安平安平安////MMMMeeeegggg 美好的一美好的一美好的一美好的一周周周周/Danie/Danie/Danie/Daniellll 考試考試考試考試結束結束結束結束 /Jacky/Jacky/Jacky/Jacky    lllliiiiffffeeee    isisisis    

beabeabeabeaututututiiiiffffulululul/J/J/J/Jululululiaiaiaia 老老老老師師師師還還還還有同學有同學有同學有同學都都都都很很很很友友友友好好好好////TTTTiiiiffffffffanyanyanyany 認識認識認識認識很很很很多新多新多新多新朋友朋友朋友朋友////CCCCeeeellllineineineine 放放放放假假假假

////LouLouLouLouiseiseiseise學學學學到到到到很很很很多多多多東東東東西西西西////RoRoRoRosesesese交交交交完完完完 assiassiassiassiggggnnnnmmmmenenenentttt學學學學期期期期順利順利順利順利結束結束結束結束。。。。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EmEmEmEmiiiillllyyyy    工工工工作作作作有智慧有智慧有智慧有智慧/Jenni/Jenni/Jenni/Jenniffffeeeerrrr////LouLouLouLouise/ise/ise/ise/CCCCeeeelllline/ine/ine/ine/榮榮榮榮恩恩恩恩 ffffinainainainallll 考試考試考試考試還還還還有學有學有學有學業業業業有智慧有智慧有智慧有智慧

/Davi/Davi/Davi/Davidddd    下下下下禮禮禮禮拜拜拜拜的考試的考試的考試的考試////MMMMeeeegggg 組員組員組員組員身身身身體體體體健健健健康康康康/Danie/Danie/Danie/Daniellll 考試全考試全考試全考試全過過過過/Jacky/Jacky/Jacky/Jacky    考試考試考試考試還還還還有時有時有時有時

間間間間管管管管理能夠正理能夠正理能夠正理能夠正常來小組常來小組常來小組常來小組教教教教會會會會/J/J/J/Jululululiaiaiaia 醫治醫治醫治醫治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痛痛痛痛風骨刺風骨刺風骨刺風骨刺/J/J/J/Jooooeyeyeyey工工工工作作作作不不不不要要要要太太太太多多多多壓壓壓壓力力力力

////TTTTiiiiffffffffanyanyanyany 把把把把英文學好英文學好英文學好英文學好////SuSuSuSunnynnynnynny    ffffinainainainallll    考試考試考試考試還還還還有有有有 3333份份份份 assiassiassiassiggggnnnnmmmmenenenentttt有智慧有智慧有智慧有智慧////RoRoRoRosesesese考試考試考試考試還還還還

有有有有好的時間好的時間好的時間好的時間管管管管理理理理。。。。    

北北北北區區區區兒兒兒兒童童童童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教教教教會會會會））））                                                        �::::    0000421421421421----909090905555----557557557557    ////週日週日週日週日早早早早 11110000：：：：33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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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西西區區區區兒兒兒兒童童童童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教教教教會會會會））））                                                    �::::    0000444400003333----999947474747----555555555555    ////週日下午週日下午週日下午週日下午 2222：：：：33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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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北北區區區區約瑟少約瑟少約瑟少約瑟少年小組年小組年小組年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教教教教會會會會））））                                        �::::    0000423423423423----123123123123----313313313313    ////週日下午週日下午週日下午週日下午 12121212：：：：4444000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小組一小組一小組一小組一起起起起為為為為 6666月月月月生日的組員生日的組員生日的組員生日的組員慶慶慶慶生生生生/Jas/Jas/Jas/Jasmmmmineineineine雅雅雅雅思思思思考考考考到到到到 6.56.56.56.5 分分分分////組員組員組員組員拿拿拿拿到教到教到教到教會會會會 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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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西西區區區區約書約書約書約書亞亞亞亞少少少少年小組年小組年小組年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林正宜林正宜林正宜林正宜夫婦家夫婦家夫婦家夫婦家））））�::::    0000425425425425----323323323323----898989893333    ////週日上午週日上午週日上午週日上午 11111111：：：：33330000    

北北北北區區區區以以以以賽賽賽賽亞亞亞亞背包客背包客背包客背包客小小小小棧棧棧棧（（（（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教教教教會會會會））））                        �::::    0000451451451451----111111119999----366366366366    ////週日下午週日下午週日下午週日下午 12121212：：：：33330000    

中中中中區區區區愛加倍家庭小組愛加倍家庭小組愛加倍家庭小組愛加倍家庭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    0000464646468888----765765765765----117117117117////週週週週四上四上四上四上午午午午 11110000：：：：33330000    

西西西西區恩典家區恩典家區恩典家區恩典家庭庭庭庭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恩典堂恩典堂恩典堂恩典堂））））                                        �::::    0000435435435435----252252252252----277277277277////週週週週六六六六晚晚晚晚    7777：：：：33330000    

    



1515151500003333宣教宣教宣教宣教網網網網絡絡絡絡復興復興復興復興禱告會禱告會禱告會禱告會     

2014 年 6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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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 16：13     ﹝8：10﹞ 

一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

又事奉 神、又事奉瑪門。 
六、2"為新朋友禱告          ﹝8：20﹞ 

北區：張瑀、Zoe Wu、劉雪貞、張園園、唐偉平 & 山萬水夫婦 

西區：Anson Yu、Xue Chen、梅楊、Simon、Jade Yan 
七、35"本周禱告主題： Week Week Week Week 3333：：：：    為小組禱告為小組禱告為小組禱告為小組禱告            ﹝8：22﹞    

1. 為小組長及組員禱告： 
『所以弟兄們，你們要站立得穩，凡所領受的教訓，不拘是我們口傳的，是信上寫的，都要堅守。』

（帖後 2:15） 

a. 牧養策略：小組長手中有巧妙 、心中有智慧、按著神的心意、牧養小組員 
b. 恩膏傳遞：小組長有果效地訓練同工、並傳遞牧養恩膏、培訓出新的接班人 
c. 屬靈眼光：小組長有屬靈的眼光、發掘組員的恩賜、幫助組員各按其職、發
揮功用 

d. 受教的心：組員有謙卑受教的心、願意接受培訓和操練、成為神好用的器皿 
2. 為中區植堂爭戰禱告：：：：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

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代下 7:14） 

a. 醫治潔淨：求主捆綁黑暗權勢、堵住社區的破口、醫治、潔淨中區的土地 
b. 釋放祝福：求主釋放祝福在中區、社區治安安全、經濟繁榮、充滿基督的愛 
c. 復興得勝：百姓能看見基督的救恩、全然回轉歸向主、復興臨到中區、萬民
都要敬畏神 

3. 為學職青弟兄經歷神營會禱告： 
將於 6 月 28、29 日，在 Blue Gum lodge 舉行，31 位弟兄將參加此次的營會。 

『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

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

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弗 4:21~24） 

a. 營會籌備：求主預備營會一切所需、同工同心合意、充分作好營會籌備工作 
b. 渴慕的心：求主敞開弟兄的心、渴慕生命被主更新、期待神在個人生命作為 
c. 生命更新：求主翻轉弟兄的生命、活出神的呼召、生命得著突破和成長、被

主大大使用 
八、10"查驗分享         ﹝8：55） 

九、30"神的話語分享        ﹝9：00） 
十、主禱文結束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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