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3 宣教網絡

學道，行道，傳道
經文：約拿書 3：1-9；馬太福音 28：19-20

北雪梨靈糧堂

講員: 莊瑞燕 師母

一、學道：奉差遣
1. 躲避耶和華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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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程序
2. 神廣義的関懐

一、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二、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四、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五、以受洗見證來敬拜

巴拿巴職青小組
賴善宜 姐妹
宋致君 弟兄
趙淑瑩 姐妹
莊瑞燕 師母

二、行道
1.

悔悟

三、傳道 3：1-10
1.

六、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講題：學道，行道，傳道
經文：約拿書 3：1-9；馬太福音 28：19-20
七、以回應詩歌來敬拜
八、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蘇輝 牧師
九、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第二次機會 ：起來，去 v.2
聚會時間表

2.

實踐大使命

週
日

禱告會
10:00-10:30
大禮堂

主日崇拜
10:30-12:15
大禮堂

裝備課
12:30-13:30
教室/禮堂

兒童主日學

各小組聚會
請參內頁小組

生命培訓學院
週六 9:00
教會辦公室

10:30-12:15
教室

復興禱告會 週三 19:30
週
間

小組討論
1. 我如何回應神在我的生命中的呼召？
2. 看到世界的敗壞,我們的心態是迴避或者問我能為主作什麼?
3. 我如何與教會配合去執行大使命?

北區

西區

DCC

林正宜家
Eastwood

Chatswood

中區
劉進家
Homebush
West

感恩代禱

我們的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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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教會目標

得地為業

同心邁向

『1503』
會前禱告

主領

音控/
助手

投影/
助手

招待/
場地

兒童

茶點

點奉獻

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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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

若驊

巴拿巴
職青

婉瑜
小慧

巴拿巴
職青

約瑟少年

健文

桂珍 韋良

陳驍
季人

碧妮
俊聰 瑞珠

用茶點彼此分享，歡迎參加小組；如需英文同步翻譯器，請至影音桌

下週

思靈

但以理
職青

李傑
星語

但以理
職青

芥菜種
學青

于庭

玉華 絲縈
曉嵐

雪薇
筱娟

道平
健佑 馬瑩

領取。
2. 本堂『愛的禮物』聖誕節特別節目將於 12 月 21 日主日上午在本堂，

下午在恩典靈糧堂舉行，特別預備了精彩節目及美味茶點，詳情請參
週報夾頁，歡迎邀請新朋友參加！
3. 靈糧生命培訓學院雪梨分院的結業典禮及本堂同工就職典禮將於下

週主日舉行。

主日
崇拜

兒童

禱告會

北雪梨

111

19

15

恩典

88

18

12

週間

小組

奉獻金額

主日

組數

人數

主日

建堂

中區

30

11

120

$1815.70

--

7

21

9

82

$3773.25

--

含什一奉獻 41 筆；特別奉獻 -- ; 建堂奉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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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堂『DISC 性格測試』課程 1/2 將於今天主日後 12 點半在對面教室

準時開始，課程講義僅預備給有報名的學員。

多加
永青

八福
永青

以馬內利
家庭

方舟
家庭

12

5

14

7

巴拿巴
職青

但以理
職青

以賽亞
背包客

房角石
學青

芥菜種
學青

雅各
學青

運動會 62

6

約瑟
少年

14

5. 感謝主！本堂兩天一夜同工退修會已於 28、29 日順利舉行，同工們

有美好的分享與連結，求神繼續加添謀略和智慧的靈，帶領我們完成
明年的中區植堂。
6. 本堂學青聯合聚會及守身典禮將於 12 月 6 日（本週六）舉行，歡迎

兄姐關心和代禱！
7. 2015 年第一季家事表草案已公佈，詳情請參佈告欄。
8. 肢體代禱：

a. 陳立彬夫婦將於 12 月 12 日返鄉度假，求神保守出入平安，期間代理
人尼希米職青小組為吳君敏；關懷部為王盈方。
b. 請繼續為李牧師夫婦和林恩惠牧師有健康的身體和得醫治代禱！

日

期

篇

章

11 月 30 日 (日)

約拿書 1：17

12 月 01 日 (一)

約拿書 2：1-2

12 月 02 日 (二)

約拿書 2：3-4

12 月 03 日 (三)

約拿書 2：5-6

12 月 04 日 (四)

約拿書 2：7

12 月 05 日 (五)

約拿書 2：8

12 月 06 日 (六)

約拿書 2：9

本週背誦經文

馬太福音 2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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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
洗 。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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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66-823-008/週三早 10：00
感恩：神的话膏抹每一位弟兄姐妹/小组敬拜圣灵充满/秀丽姐、道平姐和蔡
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地點：昌敏家）

妈来临小组，并带来爱心点心/甘霖姐的辛劳摆上。
代禱：求主保守李牧师早日康复/醫治身體軟弱的弟兄姊妹/坚固新朋友的信心，
让他们坚持来小组/让更多的新朋友来到小组，接受福音/外出的弟兄姊妹
平安/大家身體健康，在主裡更加相愛。
北區八福永青小組（地點：教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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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喜樂家庭小組（地點：董齊夫婦家）

: 0403-947-555/週四早 10：30

感恩：崔宁 大热天家里很凉快/静文/神一直很恩典我们一家/周炜 妈妈不辞
辛劳照顾我们/萍珍 我们的恩惠牧师虽然她腰伤还没完全好但她还乘火车
来小组。
代祷：崔宁 有智慧根据孩子作息的改变安排生活；爸爸考驾照顺利/静文 智帮
的右手快点好起来和工作顺利，我的面试会成功/萍珍 求主在老公里面

: 0420-388-066/週四早 10：25

感恩：歡迎海蓉姊參加八福小組聚会/海萍 回中国探親的期间，感謝神与我同

动工让他能早曰信靠你，彻底医治恩惠牧师的腰伤。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地點：金梅家）

: 0403-947-555/週五晚 7：30

行，賜我平安/铁槐 作異夢之後，手臂得医治/江華 朋友盛先生夫婦為我

感恩:燕华 小组里大家热情地帮助我们夫妻在灵里成长/Tammy 伯大尼有善良

祷告，感动萬分/丁媽 神垂聽我的祷告，使我在的旅游中得到盛先生全家

熱情的弟兄姊妹及愛心加耐心的牧者夫婦/Wesley 每天都有豐盛恩典環繞/

人的幫助/常碧 兒子和媳婦很貼心，讓我可以來小組/王涛 從甘霖，紅琅，

小康 運動會弟兄姐妹有很好的連結/郑洁 主代领我完成每天的工作/Parry

秀麗等人身上學習到為神付出。

神带领工作的道路/Amanda 有主是幸福的。

代祷：鉄槐 盼望住养老院的姊姊願意讀经並相信耶穌/江華 願神医治我的颈

代祷:燕华 主带领我们取得合适的工作机会/Tammy 求主継續醫治我的感冒及

椎，手指不再麻痺/王涛 希望女兒的房子早日出租/秀貞願神挪去母親負面

大妹眼疾/Wesley 保守家中孩子們能有合一的靈及謙卑柔軟的心來接受主

的思想/海萍 願妹妹海蓉在澳洲玩得盡興，來自神的平安与喜樂与她同在。

耶穌/小康 女兒 Vivian 和同學旅遊出入平安/郑洁 医治舅妈的带状泡疹。

: 0435-252-277/週五晚 7：30

/Parry 小孩睡眠规律/Anson 继续医治静文的腰伤/Amanda 保守先生孩子都

中區以諾家庭小組（地點：南俊峰家）

感恩：Nancy 高考顺利有家人齐心代祷， Jenny 与女儿团聚，餐厅生意越来越好

靠主得勝，全家一起健康飲食。

/Walter 工作顺利，有家人们的关心和代祷/Joanne 上学很乖/小组有美好聚

中區信望愛家庭小組（地點：張漢章夫婦家） : 0430-283-131/ 週五晚 7：30

餐/组员积极参加 1503 运动会，报名装备课/Fang 公司增加车贴。

感恩﹕雅芳 神聽禱告給予女兒一份正式兼職工作/Harvey&Beryl 有美好家庭時

代祷：Jenny 签证顺利，Nancy 有好的成绩/Walter 在澳门的工作签证尽早批准
/Joanne 上学不用穿尿布，Stephanie 身体康复/Adele 工作求神带领/同工退修
会圆满顺利/Fang 小家的投资房更换开发商/Sheen 看顾保守年度考核。

光，突發狀況有神幫助順利解決/Linda 神保守常有喜樂與平安/Peony&Kenny
週末與家人及親友有美好聚餐時光。
代禱﹕雅芳 還有 3 週搬家，願神加力予全家/Angela 在忙碌工作生活中仍能保持

: 0403-021-366/週五晚 7：30

平靜安穩/Harvey&Beryl 工作方向求神指引，有新的提升機會/Linda 求神指引

感恩：Shirley 為 1503 olympic 運動會圓滿完成感謝神/親親 兒子知道關心母親，

兒女們在升學、工作事業及家庭上一切順利/ Peony&Kenny 週末與家人前往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瑞敏家）

特別回來探望/林眉 看見父神為中澳兩國行了大事，天門打開豐盛恩惠賜

墨爾本旅行滿有平安喜樂。

福兩國眾百姓/紅瑯 主賜平安喜樂的心度過每一天/晨琳 感受小組姐妹們

北區方舟家庭小組（地點：宜萍家）

的關懷/李多 夫妻協力改善居家環境/淑莹 向父所求，父已應付。

感恩：Bonnie 和兒子感冒好/Grace Anthony 愈能体諒我的辛勞/Ronald 平安到达

代祷: 親親 求主帶領小組明年的方向，有合適的聚會場所/紅瑯 時間、交通以
及兒子的週末看顧都有妥善的安排，紅瑯能順利參加同工退修會/林眉 興
起列國萬邦萬民進入父神美善的命定，完成主的大使命/Shirley 回台灣探
親，盼望能將福音傳給親友/晨琳 腹中胎兒健康成長，不受外界影響/李多
保守家人們身體健康，出入平安/淑莹 求主掌權前方的路。

: 0422-335-677/週四早 10：30

中国/Lina baby 體重增長快，夜晚有好睡眠/Richard 全家有合适的作息安排。
代禱：Bonnie 有體力時間照顧家庭小孩/Grace Holly 肚子痛快好，Theodore 發燒
快退，巳經好幾天不能吃能睡。求神賜我體力/Ronald 在中国办的一切事情
顺利/Lina baby 睡眠訓練有好效果/Richard 看顾小组每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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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巴拿巴職青小組（地點：曉晨家）
: 0433-721-868 /週五晚 7：30
感恩：Simon 有神的指引/Shirley 駕照路考通過/EmilyW 愉快/EmilyL 學期要結
束了/Yuki 運動會雖然腳傷了卻玩的很開心還得到很多弟兄姐妹的關心和
幫助/Jing 有時間去 trip/Hallie PY 實習面試通過。
代禱：Simon 工作有智慧/EmilyW 工作、學習踏實不浮躁/EmilyL 溝通的智慧
/Shirley 朋友們的腳傷求主醫治/Jade 能夠按時完成計劃，學習和工作上都能
有所突破/Yuki 早日康復/Jing 求神繼續在工作中添加力量/Hallie 學習的
心。
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地點：瑾妮家）
: 0401-890-474 /週五晚 7：30
感恩：Valerie 小組裡面每一位都是強人，運動策劃樣樣都行；TAS 的旅遊計劃
幫助到很多人/Nick1503 運動會跟組員們玩得開心，並能拿到好成績/Ceci 堅
定對主的信心/ Dillon&Litty 運動會中弟兄姐妹有合一的心，感受到主裏的愛
/ Siying 天氣開始沒有那麽熱/Eddie 運動會圓滿成功，認識很多兄弟姐妹/Jay
運動會玩得很開心，認識耶穌班得着很多/Ella 上週一切順利平安/Brenda 有
主與我同在/Erika 運動會順利結束，牧區有很好的交流。
代禱: Valerie 好好開始計劃假期的一切事宜，能訂到便宜機票/Nick 學校考試能拿
到理想成績/Ceci 有智慧與家人溝通/Dillon&Litty 聖誕節獻詩練習一切順利
/Siying 睡眠质量變好/Eddie 有更多時間讀經，並從上帝話語中得到智慧/Jay
時間安排有智慧/Ella 減重成功，翻譯通過/Brenda 主繼續引領我前方的道路
/Erika 神看顧工作和未來的方向。
西區以利沙學青小組（地點：星語家）
: 0435-220-313 /週五晚 7：30
感恩：Jay 上了两天的 first aid course/Allen 祷告会释放压力/Ian 考卷撑到最后改
完了，周末出游/Lindsay 老妈开车刹车失灵，还好没出事故/Tina 撞车人没
事对方也很友善/Kenneth 假期生活愉快。
代祷：Jay 有充足睡眠/Tina 车子维修顺利，感冒快好/Allen 更多锐变/IAN 圣诞
节找到好的福音歌/ lindsay 身体健康/Kenneth 有智慧读好英语。
中區雅各學青小組（地點: 曉慧辦公室家）
: 0420-983-634 /週五晚 7：30
感恩：Edmund 工作顺利/Brenda 礼拜五听到大家分享和得着很开心/Helen 第一
次自己开车顺利/Jill 大家喜乐/Ivan 这周平安/Annie 工作顺利/David 天天
喜乐/John 平安喜乐。
代祷：Edmund 公司业绩可以上去/Brenda 12 月 6 号学青大联谊一切筹备顺利，
有神的智慧/Helen 每天喜乐平安/Jill 工作智慧和喜乐的心/Ivan 身体健康
/Annie 可以适应夏天/David 时间管理/John 学习智慧。
中區比撒列職青小組（地點：玉娥家）
: 0477-182-727 /週五晚 7：30
感恩：Licca 新朋友 Janet 持續來主日崇拜/Wendy 雅思順利考完/Maggie 有神保
守凡事存感恩和喜樂的心/Raymond 1503 運動會完滿落幕/Nicole 又“年
輕”了一歲，有機會跟連鎖幼兒園合作，學生乖乖的/春蕊 旅途愉快
/Shanshan 朋友開始學習禱告/Andy 有神的看顧/Michael 靈修有得著/小玉
有好的休息/Agnes 1503 運動會成功，認識了很多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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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比撒列職青小組（地點：玉娥家）
: 0477-182-727 /週五晚 7：30
感恩：Licca 新朋友 Janet 持續來主日崇拜/Wendy 雅思順利考完/Maggie 有神保
守凡事存感恩和喜樂的心/Raymond 1503 運動會完滿落幕/Nicole 又“年
輕”了一歲，有機會跟連鎖幼兒園合作，學生乖乖的/春蕊 旅途愉快
/Shanshan 朋友開始學習禱告/Andy 有神的看顧/Michael 靈修有得著/小玉
有好的休息/Agnes 1503 運動會成功，認識了很多新朋友。
北區兒童主日學（地點：教會）
: 0421-905-557 /週日早 10：30
感恩:小孩们誠心的敬拜和读神的话。
代祷:愿更多的小朋友来认识主。
北區房角石學青小組（地點：明鋒夫婦家）  :0402-873-080 /週六下午 4：00
感恩：Emily 感恩有美好的一周/Ricky 考試快結束了/Ronsie 外婆健康狀況穩定了
/Simon Ryan Jake 考試結束/Jason 學期結束，美國行程很快開始/ Eunice 感謝
神在禱告會中在自己信心上的動工。
代禱：Emily 願工作有智慧/求神保守 Jack 的身體健康/Jason 美國的行程求神保守
/Ryan 願這禮拜要做的事情順利/Sarah 自己和男朋友的找工作求主帶領/Jake
希望與人溝通更好,生活目標更加明確/Ronsie Eunice 願家人健康開心/求主保
守 Jake,Ricky,Jason,Simom, Rae 和 Ryan 的考試成績好。
西區兒童主日學（地點：教會）
: 0403-947-555 /週日下午 2：30
感恩:助教 Brian 認真預備破冰遊戲及協助上課。
代禱:幫助孩子們認識神並且懂得倚靠神，如同大衛一樣。
西區尼希米職青小組（地點: 盈方家）
: 0450-959-717 /週五晚 7：30
感恩：Ally 工作服事順利進行中，聯合運動會玩的很盡興/Joe 過不久有一個 long
holidays/Yvonne 最近常吃好吃的，花園新發現有水蜜桃樹，有時間整理房
間/Deb 姊姊要來雪梨。
代禱：Ally 神保守即到來的旅程和與家人朋友的相處/Joe 可以有智慧傳福音給家
人、朋友/Yvonne 下周為文教中心的義工們講解伊波拉病毒，神帶領母親
明年一月職場上的一件重任/Deb 抓住神的應許，把握時間。
北區芥菜種學青小組（地點: 明鋒夫婦家）
 :0422-066-877 /週五晚 7：00
感恩：Cindy 可以跟大家一起參加運動會/ Zoe 運動會玩的很開心/Chris 看到 Cindy
打籃球的樣子/David got the clinic I wanted for internship/Louise 感運動會很
開心，打工很順利/Rose 生活充實。
代禱：Cindy 有智慧工作服事和預備 12 月的學青聖誕會/Zoe 考試順利/Chris 榮恩
明年能減肥不要拔河那麼賣力/David Jacky's trip to India and last two exams
this week/Louise 考試有智慧，假期能安排好時間/Rose 早睡早起.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地點：恩典堂）
: 0435-252-277/週六晚 7：30
北區約瑟少年小組（地點：教會）
: 0423-123-313 /週日下午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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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