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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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職青聯合小組學職青聯合小組學職青聯合小組學職青聯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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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迎新報告以迎新報告以迎新報告以迎新報告來敬拜來敬拜來敬拜來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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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輝蘇輝蘇輝蘇輝    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講題講題講題講題：：：：認識你是誰認識你是誰認識你是誰認識你是誰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2:92:92:92:9----12121212    

五五五五、、、、以回應詩歌來敬拜以回應詩歌來敬拜以回應詩歌來敬拜以回應詩歌來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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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瑾妮家譚瑾妮家譚瑾妮家譚瑾妮家    

ChatswoodChatswoodChatswoodChatswood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林正宜林正宜林正宜林正宜家家家家    

EastwoodEastwoodEastwoodEastwood    

中區中區中區中區    

翁玉娥家翁玉娥家翁玉娥家翁玉娥家    

RockdaleRockdaleRockdaleRockdale    

1503150315031503 宣教網絡宣教網絡宣教網絡宣教網絡    

  北雪梨靈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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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提醒我們的身份和過去的狀況提醒我們的身份和過去的狀況提醒我們的身份和過去的狀況提醒我們的身份和過去的狀況    

1.1.1.1. 叫叫叫叫你你你你們出黑暗們出黑暗們出黑暗們出黑暗 v.9v.9v.9v.9    

    

2.2.2.2. 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 v.10v.10v.10v.10    

    

3.3.3.3. 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 v.9v.9v.9v.9    

    

4.4.4.4.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 v.9v.9v.9v.9    

    

5.5.5.5. 聖潔的國度聖潔的國度聖潔的國度聖潔的國度 v.9v.9v.9v.9    

    

6.6.6.6. 屬神的子屬神的子屬神的子屬神的子 v.9v.9v.9v.9    

    

    

二二二二、、、、    提醒我們目前的服事提醒我們目前的服事提醒我們目前的服事提醒我們目前的服事    

1.1.1.1. 要叫你們宣揚要叫你們宣揚要叫你們宣揚要叫你們宣揚 vvvv....9999    
    

    

三三三三、、、、    宣揚救恩的真實宣揚救恩的真實宣揚救恩的真實宣揚救恩的真實    

1.1.1.1. 禁戒肉體的私慾禁戒肉體的私慾禁戒肉體的私慾禁戒肉體的私慾 vvvv....11111111    

    

    

2.2.2.2. 看見你們的好行為看見你們的好行為看見你們的好行為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vvvv....12121212    

    

    
小組討論小組討論小組討論小組討論：：：： 

1. 要成為非信徒的榜樣,你需要為你的計劃做什麼變動? 

2. 你能藉著做什麼善行向鄰居作見證? 

3. 為何信徒必須要有好行為? 

    



            2020202015151515 年教會目標年教會目標年教會目標年教會目標                剛強站立剛強站立剛強站立剛強站立                    同心邁向同心邁向同心邁向同心邁向                『『『『1503150315031503』』』』    

1.1.1.1. 竭誠歡竭誠歡竭誠歡竭誠歡迎第一次參加聚會的來賓迎第一次參加聚會的來賓迎第一次參加聚會的來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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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請留步享會後請留步享會後請留步享會後請留步享

用茶點彼此分享用茶點彼此分享用茶點彼此分享用茶點彼此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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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影音桌請至影音桌請至影音桌請至影音桌

領取領取領取領取。。。。    

2.2.2.2. 墨爾本約明基督教會的蔡坤助主任牧師將於下週日蒞臨本堂進行證墨爾本約明基督教會的蔡坤助主任牧師將於下週日蒞臨本堂進行證墨爾本約明基督教會的蔡坤助主任牧師將於下週日蒞臨本堂進行證墨爾本約明基督教會的蔡坤助主任牧師將於下週日蒞臨本堂進行證

道道道道，，，，下午在恩典靈糧堂下午在恩典靈糧堂下午在恩典靈糧堂下午在恩典靈糧堂，，，，兩場信息不同兩場信息不同兩場信息不同兩場信息不同。。。。    

3.3.3.3. 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10101010 月聯合同工會已於昨日月聯合同工會已於昨日月聯合同工會已於昨日月聯合同工會已於昨日順利舉行順利舉行順利舉行順利舉行，，，，請繼續為教會及請繼續為教會及請繼續為教會及請繼續為教會及

同工團隊禱告同工團隊禱告同工團隊禱告同工團隊禱告！！！！    

4.4.4.4. 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上週本堂收到一位姊妹上週本堂收到一位姊妹上週本堂收到一位姊妹上週本堂收到一位姊妹 AU$50000AU$50000AU$50000AU$50000 的奉獻的奉獻的奉獻的奉獻，，，，這是她將出售房這是她將出售房這是她將出售房這是她將出售房

屋所獲利的十一奉獻屋所獲利的十一奉獻屋所獲利的十一奉獻屋所獲利的十一奉獻。。。。    

5.5.5.5. 現任牧師助理因結婚將於現任牧師助理因結婚將於現任牧師助理因結婚將於現任牧師助理因結婚將於 10101010 月底離職月底離職月底離職月底離職，，，，現誠招本堂有負擔做牧師助現誠招本堂有負擔做牧師助現誠招本堂有負擔做牧師助現誠招本堂有負擔做牧師助

理的兄姊理的兄姊理的兄姊理的兄姊，，，，工作內容包括擔任主任牧師個工作內容包括擔任主任牧師個工作內容包括擔任主任牧師個工作內容包括擔任主任牧師個人人人人助理助理助理助理，，，，處處處處理教會行理教會行理教會行理教會行政政政政事事事事務務務務

((((行行行行政政政政事事事事務務務務大綱大綱大綱大綱請參請參請參請參公佈欄公佈欄公佈欄公佈欄))))，，，，要要要要求求求求個個個個性性性性為為為為 SSSS 和和和和 CCCC，，，，須須須須有服事有服事有服事有服事熱情並可熱情並可熱情並可熱情並可

長期長期長期長期服事服事服事服事，，，，請有負擔的兄姊將請有負擔的兄姊將請有負擔的兄姊將請有負擔的兄姊將簡歷發簡歷發簡歷發簡歷發至教會至教會至教會至教會郵箱郵箱郵箱郵箱，，，，詳情詳情詳情詳情請請請請洽洽洽洽牧師助理牧師助理牧師助理牧師助理。。。。    

6.6.6.6. 2015201520152015『『『『建造榮耀建造榮耀建造榮耀建造榮耀的教會的教會的教會的教會』』』』大洋洲大洋洲大洋洲大洋洲靈糧靈糧靈糧靈糧特特特特會將於會將於會將於會將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3232323----25252525 日在日在日在日在奧克蘭奧克蘭奧克蘭奧克蘭

恩恩恩恩泉泉泉泉靈糧堂舉行靈糧堂舉行靈糧堂舉行靈糧堂舉行，，，，請請請請代代代代禱禱禱禱大大大大會會會會籌備籌備籌備籌備順利以及報順利以及報順利以及報順利以及報名名名名參加的兄參加的兄參加的兄參加的兄姐姐姐姐們們們們旅途平旅途平旅途平旅途平

安並安並安並安並有有有有豐富豐富豐富豐富的得的得的得的得著著著著。。。。    

7.7.7.7. 全全全全教會聖經禱教會聖經禱教會聖經禱教會聖經禱讀讀讀讀《《《《彼得前後書彼得前後書彼得前後書彼得前後書》》》》於於於於今今今今日日日日開始開始開始開始，，，，詳情詳情詳情詳情請請請請洽各洽各洽各洽各小組小組小組小組長長長長。。。。    

8.8.8.8.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幸幸幸幸福福福福家庭重建家庭重建家庭重建家庭重建』』』』30303030天連鎖天連鎖天連鎖天連鎖禁禁禁禁食食食食禱告禱告禱告禱告，，，，將於本週二結將於本週二結將於本週二結將於本週二結束束束束，，，，請請請請大家大家大家大家

把握把握把握把握機機機機會會會會積極積極積極積極參參參參與與與與，，，，為為為為家庭復興家庭復興家庭復興家庭復興禱告禱告禱告禱告，，，，詳情詳情詳情詳情請請請請洽各洽各洽各洽各小組小組小組小組長長長長。。。。    

9.9.9.9.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各各各各位兄姊位兄姊位兄姊位兄姊積極積極積極積極參加週參加週參加週參加週間復興間復興間復興間復興禱告會禱告會禱告會禱告會！！！！您您您您將會經將會經將會經將會經歷歷歷歷聖靈聖靈聖靈聖靈充滿充滿充滿充滿、、、、得得得得著著著著

方言方言方言方言、、、、並並並並有有有有醫治釋放醫治釋放醫治釋放醫治釋放服事服事服事服事。。。。請兄姊請兄姊請兄姊請兄姊攜帶攜帶攜帶攜帶聖經及聖經及聖經及聖經及當當當當週禱告文週禱告文週禱告文週禱告文（（（（參週報參週報參週報參週報夾夾夾夾

頁頁頁頁））））。。。。    

10.10.10.10. 肢肢肢肢體體體體代代代代禱禱禱禱：：：：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並大家並大家並大家並大家的的的的代代代代禱禱禱禱！！！！李李李李牧師上週牧師上週牧師上週牧師上週骨髓穿刺骨髓穿刺骨髓穿刺骨髓穿刺及及及及多項檢查均多項檢查均多項檢查均多項檢查均

順利順利順利順利完成完成完成完成，，，，本本本本周周周周五五五五還還還還需做一次需做一次需做一次需做一次核磁共振檢查核磁共振檢查核磁共振檢查核磁共振檢查，，，，最最最最後的後的後的後的總總總總報告將於報告將於報告將於報告將於 11111111

月月月月 3333 日見日見日見日見專科醫專科醫專科醫專科醫師師師師時時時時出出出出爐爐爐爐，，，，目前目前目前目前仍仍仍仍繼續服繼續服繼續服繼續服藥藥藥藥。。。。請請請請大家大家大家大家繼續繼續繼續繼續求求求求神神神神彰顯祂彰顯祂彰顯祂彰顯祂

的的的的大能和榮耀大能和榮耀大能和榮耀大能和榮耀同心來禱告同心來禱告同心來禱告同心來禱告。。。。    
    

    

『『『『愛我中華愛我中華愛我中華愛我中華』』』』大型大型大型大型音音音音樂樂樂樂見證見證見證見證晚晚晚晚會會會會由澳洲由澳洲由澳洲由澳洲福福福福樂華人樂華人樂華人樂華人工工工工商商商商聯會及聯會及聯會及聯會及華人復興華人復興華人復興華人復興聯聯聯聯

合團隊主合團隊主合團隊主合團隊主辦辦辦辦，，，，將於將於將於將於下週六下週六下週六下週六晚晚晚晚 6666點點點點半半半半在在在在奧林匹克奧林匹克奧林匹克奧林匹克體體體體育館育館育館育館舉行舉行舉行舉行，，，，詳情詳情詳情詳情請參請參請參請參公公公公

佈欄佈欄佈欄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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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碩文碩文碩文碩    
學職青學職青學職青學職青    

聯合小組聯合小組聯合小組聯合小組    

李傑李傑李傑李傑    

張依張依張依張依    
劉琳劉琳劉琳劉琳    

芥菜種芥菜種芥菜種芥菜種    

學青學青學青學青    

    

昌敏昌敏昌敏昌敏    

    

桂珍桂珍桂珍桂珍    

重陽重陽重陽重陽    

黛莉黛莉黛莉黛莉    

雪薇雪薇雪薇雪薇    

道平道平道平道平    

金銀金銀金銀金銀    子信子信子信子信    

下週下週下週下週    曉慧曉慧曉慧曉慧    
耶利米耶利米耶利米耶利米    

職青職青職青職青    

家瑋家瑋家瑋家瑋    

李傑李傑李傑李傑    
俊聰俊聰俊聰俊聰    

雅各雅各雅各雅各    

學青學青學青學青    

瑾妮瑾妮瑾妮瑾妮    

健文健文健文健文    

志傑志傑志傑志傑    

魯華魯華魯華魯華    

季人季人季人季人    

陳驍陳驍陳驍陳驍    

淑瑩淑瑩淑瑩淑瑩    

弘道弘道弘道弘道    雪薇雪薇雪薇雪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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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6106106    6666    
特會特會特會特會    

22222222    11111111    
115115115115    

$2109.50$2109.50$2109.50$2109.50    
$50000$50000$50000$50000    

$50$50$50$50    

恩典恩典恩典恩典    74747474    11111111    22222222    8888    $1760.35$1760.35$1760.35$1760.35    $110$110$110$110    

主日所收奉獻金額不含網絡轉賬主日所收奉獻金額不含網絡轉賬主日所收奉獻金額不含網絡轉賬主日所收奉獻金額不含網絡轉賬。。。。含什一奉獻含什一奉獻含什一奉獻含什一奉獻    2828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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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C No/C No/C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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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    ((((日日日日))))                彼得前彼得前彼得前彼得前書書書書        1111：：：：1111----2222    

10101010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    ((((一一一一))))                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1111：：：：3333----5555    

10101010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    ((((二二二二))))                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1111：：：：6666----7777    

10101010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三三三三))))                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1111：：：：8888----9999    

10101010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四四四四))))                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1111：：：：10101010----12121212    

10101010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五五五五))))                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1111：：：：11113333----11114444    

10101010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六六六六))))                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1111：：：：11115555----11116666    
        

    
    

    

惟惟惟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聖潔的國度是聖潔的國度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是屬神的是屬神的是屬神的

子子子子民民民民，，，，要叫你們宣揚要叫你們宣揚要叫你們宣揚要叫你們宣揚那召那召那召那召你們出黑暗你們出黑暗你們出黑暗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入奇妙光入奇妙光入奇妙光明明明明者者者者的美的美的美的美德德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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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馬以馬以馬以馬    

內利內利內利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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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耶利米耶利米耶利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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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雅各雅各雅各    

學青學青學青學青    

約瑟約瑟約瑟約瑟    

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10101010    『『『『1503150315031503 第三屆第三屆第三屆第三屆 OlympicOlympicOlympicOlympic 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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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2222：：：：9999        

生活守則生活守則生活守則生活守則    

言語上言語上言語上言語上        

不埋怨、不論斷、不傳話    

財物上財物上財物上財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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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    

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昌敏家昌敏家昌敏家昌敏家））））                            �: 0468: 0468: 0468: 0468----765765765765----117/117/117/117/週三早週三早週三早週三早 10101010：：：：0000000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彭牧彭牧彭牧彭牧师师师师和和和和张妈妈张妈妈张妈妈张妈妈的健康在康复中的健康在康复中的健康在康复中的健康在康复中////桃桃桃桃园园园园、、、、敏青姐妹平安回到悉尼敏青姐妹平安回到悉尼敏青姐妹平安回到悉尼敏青姐妹平安回到悉尼////欢欢欢欢迎迎迎迎

少妙姐妹回娘家少妙姐妹回娘家少妙姐妹回娘家少妙姐妹回娘家////小小小小组组组组聚聚聚聚会领会领会领会领圣餐圣餐圣餐圣餐，，，，领领领领受受受受从从从从神而神而神而神而来来来来的恩典的恩典的恩典的恩典////领领领领受受受受从从从从神而神而神而神而来来来来

的的的的话语话语话语话语，，，，明白耶明白耶明白耶明白耶稣稣稣稣是通往天父的唯一道路是通往天父的唯一道路是通往天父的唯一道路是通往天父的唯一道路。。。。    

代代代代祷祷祷祷：：：：求神求神求神求神坚坚坚坚固小固小固小固小组组组组每位弟兄姐妹的信心每位弟兄姐妹的信心每位弟兄姐妹的信心每位弟兄姐妹的信心，，，，活出真理活出真理活出真理活出真理////医医医医治小治小治小治小组组组组里里里里软软软软弱的肢体弱的肢体弱的肢体弱的肢体，，，，

尤其尤其尤其尤其福福福福荣荣荣荣姐的膝姐的膝姐的膝姐的膝盖盖盖盖////在主里有平安在主里有平安在主里有平安在主里有平安、、、、有喜有喜有喜有喜乐乐乐乐；；；；保守外出的兄姐保守外出的兄姐保守外出的兄姐保守外出的兄姐出入平安出入平安出入平安出入平安。。。。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紅琅紅琅紅琅紅琅家家家家））））                �: 04: 04: 04: 0488888888----021021021021----999999999999////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 7777：：：：3030303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淑淑淑淑莹莹莹莹    主主主主带领带领带领带领旅途旅途旅途旅途顺顺顺顺利平安回悉尼利平安回悉尼利平安回悉尼利平安回悉尼/Bonnie /Bonnie /Bonnie /Bonnie 和父母在和父母在和父母在和父母在 DubboDubboDubboDubbo 享受美好享受美好享受美好享受美好

時光時光時光時光////林眉和道林眉和道林眉和道林眉和道平姐享受幸福美好澳洲平姐享受幸福美好澳洲平姐享受幸福美好澳洲平姐享受幸福美好澳洲劳动节劳动节劳动节劳动节////魯華魯華魯華魯華    全家全家全家全家团圆团圆团圆团圆，，，，享受美好享受美好享受美好享受美好

时时时时光光光光////李多李多李多李多    感感感感谢谢谢谢市政市政市政市政厅厅厅厅修整住宅周修整住宅周修整住宅周修整住宅周围围围围排水系排水系排水系排水系统统统统，，，，解解解解决决决决水患之水患之水患之水患之忧忧忧忧////親親親親親親親親    禁禁禁禁

食禱告與主親密交通食禱告與主親密交通食禱告與主親密交通食禱告與主親密交通////紅琅紅琅紅琅紅琅    儿子假期有很好儿子假期有很好儿子假期有很好儿子假期有很好实习经历实习经历实习经历实习经历/Vincent /Vincent /Vincent /Vincent 公司搬家公司搬家公司搬家公司搬家

顺顺顺顺利利利利，，，，Lina Lina Lina Lina 搬家事前准搬家事前准搬家事前准搬家事前准备顺备顺备顺备顺利利利利。。。。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淑淑淑淑莹莹莹莹    呼召孩子呼召孩子呼召孩子呼召孩子们们们们回到神的旨意中回到神的旨意中回到神的旨意中回到神的旨意中开开开开始新始新始新始新学学学学期的期的期的期的学习学习学习学习/Bonnie/Bonnie/Bonnie/Bonnie 看顧小孩看顧小孩看顧小孩看顧小孩

們新學期更多經歷神們新學期更多經歷神們新學期更多經歷神們新學期更多經歷神，，，，保守主內家人們身體健康保守主內家人們身體健康保守主內家人們身體健康保守主內家人們身體健康////林眉林眉林眉林眉    主主主主内内内内家人家人家人家人们们们们身心身心身心身心

灵灵灵灵得得得得医医医医治治治治释释释释放放放放////鲁华鲁华鲁华鲁华    神庇佑儿子到新神庇佑儿子到新神庇佑儿子到新神庇佑儿子到新学学学学校一切校一切校一切校一切顺顺顺顺利利利利，，，，适适适适应应应应和喜和喜和喜和喜欢欢欢欢新的新的新的新的学学学学

校校校校，，，，有好的有好的有好的有好的时时时时间间间间管管管管理理理理能力能力能力能力////李多李多李多李多    新新新新学学学学期期期期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得得得得力力力力////親親親親親親親親    兒兒兒兒子子子子能能能能早早早早日日日日回到回到回到回到

天父身天父身天父身天父身邊邊邊邊////紅琅紅琅紅琅紅琅    主主主主内内内内兄姐兄姐兄姐兄姐身心身心身心身心灵灵灵灵健健健健壮壮壮壮/Vincent /Vincent /Vincent /Vincent 找找找找到到到到合合合合适的适的适的适的房客房客房客房客。。。。    

中區以中區以中區以中區以諾諾諾諾家庭小組家庭小組家庭小組家庭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南俊峰南俊峰南俊峰南俊峰家家家家））））                        �: : : : 0435043504350435----252252252252----277277277277////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    7777：：：：3030303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 : : CCCCanananandydydydy    亲亲亲亲朋朋朋朋好好好好友友友友们们们们热热热热情款待千万情款待千万情款待千万情款待千万，，，，JJJJennennennennyyyy姐姐姐姐夫夫夫夫来来来来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放放放放星也星也星也星也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归归归归来来来来,,,,    

有有有有个个个个美好聚美好聚美好聚美好聚会会会会,,,,大大大大家一家一家一家一起起起起庆庆庆庆祝生日祝生日祝生日祝生日，，，，感恩小天感恩小天感恩小天感恩小天使使使使的的的的妈妈妈妈咪咪咪咪真真真真情流露情流露情流露情流露写写写写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们们们们

要要要要对对对对 HHHHueueueueyyyy，，，，AdAdAdAdeeeelllleeee说说说说的真心的真心的真心的真心话话话话////AdAdAdAdeeeelllle  e  e  e  组组组组员员员员们们们们的的的的大大大大爱爱爱爱使我使我使我使我们们们们深深深深受安受安受安受安慰慰慰慰和感和感和感和感

动动动动////SSSStetetetephphphphanie anie anie anie 有有有有个个个个 llllonononongggg    wwwweeeeeeeekkkkenenenendddd////ShShShSheen een een een 回回回回国国国国顺顺顺顺利利利利办办办办完婚完婚完婚完婚礼礼礼礼回到澳洲回到澳洲回到澳洲回到澳洲，，，，寿寿寿寿司司司司

店店店店运运运运行行行行一切一切一切一切正常正常正常正常。。。。    

代代代代祷祷祷祷: : : : SSSStetetetephphphphanie anie anie anie 全家健康全家健康全家健康全家健康，，，，有好的有好的有好的有好的睡眠睡眠睡眠睡眠////    AdAdAdAdeeeelllle e e e 靠靠靠靠主主主主做做做做刚强刚强刚强刚强并合他并合他并合他并合他心意的人心意的人心意的人心意的人////    

CCCCanananandydydydy    千万千万千万千万 8888号飞号飞号飞号飞回澳洲回澳洲回澳洲回澳洲，，，，一一一一起起起起平安平安平安平安顺顺顺顺利利利利，，，，家人家人家人家人们们们们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HHHHueueueueyAdyAdyAdyAdeeeelllleeee
重重重重新得新得新得新得力力力力，，，，求神求神求神求神赐赐赐赐予他予他予他予他们们们们刚强刚强刚强刚强，，，，仁仁仁仁爱爱爱爱，，，，谨谨谨谨守的心守的心守的心守的心////ShShShSheen een een een 商商商商场场场场批批批批准准准准降租降租降租降租，，，，

解解解解决决决决客客客客人人人人过过过过敏敏敏敏反反反反应应应应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西西西西區恩典家庭小組區恩典家庭小組區恩典家庭小組區恩典家庭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世強夫婦世強夫婦世強夫婦世強夫婦家家家家））））                �: : : : 0411041104110411----652652652652----060060060060////週週週週六六六六晚晚晚晚    7777：：：：3030303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SSSStetetetephphphphenenenen 和和和和 AAAAnnnnggggeeeellllaaaa 全家全家全家全家度度度度假有美好假有美好假有美好假有美好时时时时光光光光////WWWWiiiilllllllliaiaiaiammmm 右腳腕右腳腕右腳腕右腳腕受受受受傷仍完成運動傷仍完成運動傷仍完成運動傷仍完成運動
會比賽項目會比賽項目會比賽項目會比賽項目，，，，現現現現在在在在右腳腕恢復快速右腳腕恢復快速右腳腕恢復快速右腳腕恢復快速////神神神神為為為為 BBBBrrrrenenenenddddaaaa開開開開道路道路道路道路。。。。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求主求主求主求主給給給給WWWWiiiilllllllliaiaiaiammmm    夫婦智慧預備烏干達短宣夫婦智慧預備烏干達短宣夫婦智慧預備烏干達短宣夫婦智慧預備烏干達短宣中的中的中的中的服服服服事事事事: : : : 主主主主領敬拜領敬拜領敬拜領敬拜、、、、短講短講短講短講

及及及及修修修修車指導車指導車指導車指導////求神求神求神求神亲亲亲亲自自自自记记记记念念念念 AdAdAdAdeeeelllleeee 和和和和 HHHHueueueueyyyy的的的的爱爱爱爱心心心心服侍服侍服侍服侍和和和和辛辛辛辛劳劳劳劳摆摆摆摆上上上上，，，，神神神神继继继继

续赐续赐续赐续赐福看福看福看福看顾顾顾顾 TTTTononononyyyy和和和和 JJJJaneaneaneane 全家全家全家全家，，，，求主求主求主求主為為為為 NNNNaoaoaoaommmmiiii預備預備預備預備一一一一份最適合她份最適合她份最適合她份最適合她的的的的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並挪去她並挪去她並挪去她並挪去她心中的心中的心中的心中的擔憂擔憂擔憂擔憂，，，，繼續繼續繼續繼續看顧看顧看顧看顧 BBBBrrrrenenenenddddaaaa 前前前前面面面面的道路的道路的道路的道路及預備及預備及預備及預備一切一切一切一切所需所需所需所需。。。。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兒童兒童兒童兒童主主主主日日日日學學學學（（（（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 0421: 0421: 0421: 0421----905905905905----557 /557 /557 /557 /週週週週日日日日早早早早 10101010：：：：3030303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孩子們孩子們孩子們孩子們認認認認真禱告真禱告真禱告真禱告。。。。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求神保守孩子的心求神保守孩子的心求神保守孩子的心求神保守孩子的心，，，，給給給給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專注專注專注專注的心的心的心的心上課聽講上課聽講上課聽講上課聽講。。。。    

                 1503150315031503 宣教網絡宣教網絡宣教網絡宣教網絡    222201010101555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    

西西西西區區區區伯大伯大伯大伯大尼家庭小組尼家庭小組尼家庭小組尼家庭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EEEEaaaassssttttwwwwoooooooodddd 社社社社區中心區中心區中心區中心））））�:::: 0413041304130413----678678678678----968968968968 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    7777::::3030303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JJJJennennennennyyyy家中平安喜家中平安喜家中平安喜家中平安喜樂樂樂樂////JJJJuuuudydydydy    主的主的主的主的大能大能大能大能和和和和大大大大家的代家的代家的代家的代祷祷祷祷，，，，让让让让癌症癌症癌症癌症晚期晚期晚期晚期佛教徒佛教徒佛教徒佛教徒决决决决

志志志志信主信主信主信主////蒋蒋蒋蒋旭旭旭旭    牙牙牙牙齿齿齿齿在在在在亚亚亚亚男男男男姐儿子的姐儿子的姐儿子的姐儿子的诊诊诊诊所所所所有很好的有很好的有很好的有很好的医医医医疗疗疗疗////SSSSuuuukkkki i i i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来来来来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旅旅旅旅游游游游，，，，与他与他与他与他们们们们有有有有愉快愉快愉快愉快的的的的相相相相聚聚聚聚。。。。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JJJJennennennennyyyy 鄭潔鄭潔鄭潔鄭潔父親父親父親父親及金莉及金莉及金莉及金莉，，，，ChChChChaaaarlrlrlrleeeessss母親身體康健母親身體康健母親身體康健母親身體康健壯壯壯壯與主與主與主與主同同同同在在在在////JJJJuuuudydydydy    求主求主求主求主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怜怜怜怜悯悯悯悯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带领带领带领带领他他他他们们们们前前前前进进进进的道路的道路的道路的道路////AmAmAmAmanananandddda a a a 主與主與主與主與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同同同同在在在在，，，，賜給我賜給我賜給我賜給我們得們得們得們得救救救救
的人的人的人的人數數數數！！！！使使使使得得得得火熱傳火熱傳火熱傳火熱傳福福福福音音音音的的的的使命使命使命使命在每在每在每在每個個個個人身人身人身人身上上上上////SSSSuuuukkkki 1i 1i 1i 10000月月月月 19191919----20202020日日日日期期期期末末末末
考考考考试试试试，，，，复复复复习习习习期期期期间间间间愿愿愿愿主主主主赐赐赐赐我智慧我智慧我智慧我智慧和有很好的和有很好的和有很好的和有很好的记忆记忆记忆记忆！！！！    

中區信中區信中區信中區信望愛望愛望愛望愛家庭小組家庭小組家庭小組家庭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張漢章夫婦張漢章夫婦張漢章夫婦張漢章夫婦家家家家))))            �: 0430: 0430: 0430: 0430----283283283283----131/131/131/131/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    7777：：：：3333000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SSSSoooophphphphiaiaiaia 有有有有機會渡機會渡機會渡機會渡假和假和假和假和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開高速次開高速次開高速次開高速公路很公路很公路很公路很高興也高興也高興也高興也平安平安平安平安////PPPPeoneoneoneonyyyy姐姐平安姐姐平安姐姐平安姐姐平安

回回回回港港港港，，，，經歷神的真經歷神的真經歷神的真經歷神的真實實實實////SSSSiiiimmmmonononon岳岳岳岳母平安回母平安回母平安回母平安回來雪梨來雪梨來雪梨來雪梨////KKKKennennennennyyyy得得得得盡責盡責盡責盡責的好的好的好的好老老老老師師師師教教教教
導導導導，，，，論文接近論文接近論文接近論文接近完成完成完成完成////PPPPennennennennyyyy主主主主給我給我給我給我裡裡裡裡面面面面加加加加力力力力量量量量，，，，讓讓讓讓我能我能我能我能處處處處理好理好理好理好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和家庭和家庭和家庭和家庭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HHHHaaaarrrrvvvveeeeyyyy 老老老老婆婆婆婆孩子在孩子在孩子在孩子在國國國國內與家人有美好時光內與家人有美好時光內與家人有美好時光內與家人有美好時光。。。。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SSSSoooophphphphia ia ia ia TTTTeeeerryrryrryrry 能適能適能適能適應被分派應被分派應被分派應被分派的新的新的新的新部門部門部門部門////PPPPeoneoneoneonyyyy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工作工作工作工作財務財務財務財務及婚及婚及婚及婚姻問題姻問題姻問題姻問題，，，，
情情情情緒緒緒緒憂憂憂憂鬱鬱鬱鬱，，，，求主求主求主求主醫醫醫醫治保守治保守治保守治保守////KKKKennennennennyyyy媽媽申請媽媽申請媽媽申請媽媽申請三三三三年留年留年留年留澳澳澳澳簽証順簽証順簽証順簽証順利利利利////PPPPennennennennyyyy求主求主求主求主
揀選揀選揀選揀選和和和和醫醫醫醫治小治小治小治小暉暉暉暉////SSSSiiiimmmmon on on on HHHHannaannaannaannahhhh 下下下下週到週到週到週到幼幼幼幼兒兒兒兒園參觀園參觀園參觀園參觀並能並能並能並能順順順順利利利利過過過過渡渡渡渡////HHHHaaaarrrrvvvveeeeyyyy
老老老老婆婆婆婆孩子回悉尼一切孩子回悉尼一切孩子回悉尼一切孩子回悉尼一切順順順順利利利利，，，，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學學學學習由習由習由習由主主主主帶帶帶帶領領領領。。。。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但但但但以理以理以理以理職職職職青小組青小組青小組青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瑾妮瑾妮瑾妮瑾妮家家家家））））                        �: 0401: 0401: 0401: 0401----890890890890----474 /474 /474 /474 /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    7777：：：：3030303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YvYvYvYvonne onne onne onne 以以以以色列色列色列色列之旅之旅之旅之旅見證許見證許見證許見證許多神多神多神多神蹟奇蹟奇蹟奇蹟奇事事事事，，，，雖然雖然雖然雖然有有有有驚險驚險驚險驚險的事的事的事的事情情情情但但但但仍仍仍仍全全全全程程程程

心心心心裡裡裡裡平安喜平安喜平安喜平安喜樂樂樂樂的親的親的親的親近近近近神神神神/Debo/Debo/Debo/Deborrrraaaahhhh    拿拿拿拿到到到到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的的的的 ooooffffffffeeeerrrr////JJJJinni inni inni inni 有有有有工作面工作面工作面工作面試試試試的的的的
機會機會機會機會，，，，勞勞勞勞工工工工節長節長節長節長假期很假期很假期很假期很開開開開心心心心，，，，在在在在靈靈靈靈修中有修中有修中有修中有亮亮亮亮光光光光////ErErErEriiiikkkka a a a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組組組組織變織變織變織變動動動動，，，，有有有有
新新新新進展進展進展進展，，，，拿拿拿拿到到到到績效獎績效獎績效獎績效獎金金金金////JJJJuuuullllie ie ie ie 神神神神賜下賜下賜下賜下一一一一個個個個天天天天氣晴朗氣晴朗氣晴朗氣晴朗的周的周的周的周末末末末/Litt/Litt/Litt/Littyyyy    參參參參加加加加運運運運
動會動會動會動會身體得到身體得到身體得到身體得到鍛鍊鍛鍊鍛鍊鍛鍊////PPPPeteeteeteeterrrr    與與與與同同同同事在事在事在事在墨爾本墨爾本墨爾本墨爾本出出出出差順差順差順差順利利利利且收獲良且收獲良且收獲良且收獲良多多多多/Di/Di/Di/Dillllllllon on on on 
工作生工作生工作生工作生活中有神的活中有神的活中有神的活中有神的帶帶帶帶領領領領。。。。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YvYvYvYvonne onne onne onne 在在在在香香香香港港港港參參參參加好加好加好加好朋友婚朋友婚朋友婚朋友婚禮禮禮禮時時時時能傳能傳能傳能傳福福福福音給她音給她音給她音給她/Debo/Debo/Debo/Deborrrraaaahhhh    能能能能更明白神更明白神更明白神更明白神
的心意的心意的心意的心意////JJJJinni inni inni inni 求主求主求主求主興興興興旺旺旺旺教會教會教會教會的禱告的禱告的禱告的禱告，，，，能能能能有有有有機會機會機會機會投投投投入新入新入新入新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父親信主父親信主父親信主父親信主，，，，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復興復興復興復興，，，，父母身體健康父母身體健康父母身體健康父母身體健康，，，，堅持堅持堅持堅持運動運動運動運動，，，，個個個個人人人人靈靈靈靈修修修修////ErErErEriiiikkkka a a a 求神求神求神求神醫醫醫醫治治治治頭痛頭痛頭痛頭痛和和和和
胃痛胃痛胃痛胃痛////JJJJuuuullllie ie ie ie 新新新新室室室室友友友友有有有有機會認機會認機會認機會認識識識識神神神神/Litt/Litt/Litt/Littyyyy    出出出出行行行行準準準準備備備備順順順順利利利利，，，，ErErErEriiiikkkkaaaa 與與與與 DiDiDiDillllllllonononon 身身身身
體健康體健康體健康體健康////PPPPeteeteeteeterrrr    身體健康與感身體健康與感身體健康與感身體健康與感冒痊癒冒痊癒冒痊癒冒痊癒，，，，本本本本周周周周六上六上六上六上午午午午的中的中的中的中文文文文學校學校學校學校開開開開學與晚學與晚學與晚學與晚上上上上
的晚的晚的晚的晚會會會會主主主主持都持都持都持都很很很很順順順順利利利利/Di/Di/Di/Dillllllllon on on on CPACPACPACPA 考考考考試試試試的兄的兄的兄的兄姊姊姊姊們們們們都都都都能能能能順順順順利地通利地通利地通利地通過過過過考考考考試試試試，，，，
耳朵耳朵耳朵耳朵快快快快點好點好點好點好起來起來起來起來。。。。    

西西西西區區區區兒童兒童兒童兒童主主主主日日日日學學學學（（（（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 0403: 0403: 0403: 0403----947947947947----555 /555 /555 /555 /週週週週日下日下日下日下午午午午 2222：：：：3030303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 : : 好好好好幾幾幾幾位孩子回到位孩子回到位孩子回到位孩子回到兒童兒童兒童兒童主主主主日日日日學學學學。。。。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 : : 求求求求醫醫醫醫治治治治AAAAnnnndrdrdrdreeeewwww臉臉臉臉的的的的過過過過敏敏敏敏////賜賜賜賜聰聰聰聰明明明明智慧給智慧給智慧給智慧給AAAAntntntnthhhhononononyyyy    &&&&    GGGGiiiillllbetbetbetbet準準準準備備備備精英精英精英精英考考考考試試試試。。。。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巴拿巴職巴拿巴職巴拿巴職巴拿巴職青小組青小組青小組青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曉晨曉晨曉晨曉晨家家家家））））                    �: 0433: 0433: 0433: 0433----721721721721----868 /868 /868 /868 /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 7777：：：：3030303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 : : EmEmEmEmiiiilylylyly    充充充充實實實實////SSSSiiiimmmmon on on on 主主主主日敬拜日敬拜日敬拜日敬拜顺顺顺顺利利利利，，，，生日愉快生日愉快生日愉快生日愉快////FFFFiona iona iona iona 长长长长周周周周末末末末得到得到得到得到休息休息休息休息养养养养

病病病病////JJJJaaaadddde e e e 愉快愉快愉快愉快的假期的假期的假期的假期////GGGGoooordrdrdrdonononon    夏夏夏夏天天天天来来来来临临临临////SSSSaaaammmm    辞职辞职辞职辞职顺顺顺顺利利利利////IIIInnnngrgrgrgriiiidddd    爺爺爺爺爺爺爺爺度度度度過過過過
幾幾幾幾次次次次危險危險危險危險期期期期，，，，得到得到得到得到工作工作工作工作////PhPhPhPhiiiilllliiiipppp    运运运运动会动会动会动会认识认识认识认识新新新新朋友朋友朋友朋友/Ben/Ben/Ben/Bensssson on on on 交交交交规规规规顺顺顺顺利通利通利通利通过过过过    

    



                 1503150315031503 宣教網絡宣教網絡宣教網絡宣教網絡    201201201201555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巴拿巴職巴拿巴職巴拿巴職巴拿巴職青小組青小組青小組青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曉晨曉晨曉晨曉晨家家家家））））                    �: 0433: 0433: 0433: 0433----721721721721----868 /868 /868 /868 /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 7777：：：：30303030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EmEmEmEmiiiilylylyly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時時時時間間間間管管管管理的理的理的理的智慧智慧智慧智慧////SSSSiiiimmmmonononon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发发发发展展展展////FFFFionaionaionaiona    读书读书读书读书有有有有效率效率效率效率////JJJJaaaaddddeeee    

父母健康父母健康父母健康父母健康////GGGGoooordrdrdrdonononon    考考考考试试试试前的复前的复前的复前的复习习习习////SSSSaaaammmm    新的新的新的新的工作工作工作工作顺顺顺顺利利利利////IIIInnnngrgrgrgriiiidddd    神保守神保守神保守神保守病危病危病危病危

的的的的爺爺爺爺爺爺爺爺////PhPhPhPhiiiilllliiiipppp    神神神神预预预预备备备备居居居居所所所所/Ben/Ben/Ben/Benssssonononon    签证尽签证尽签证尽签证尽快快快快获获获获批批批批。。。。    

中區中區中區中區比比比比撒列職撒列職撒列職撒列職青小組青小組青小組青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玉娥玉娥玉娥玉娥家家家家））））                    �: 0477: 0477: 0477: 0477----182182182182----727 /727 /727 /727 /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    7777：：：：3030303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春蕊春蕊春蕊春蕊    假期假期假期假期愉快愉快愉快愉快////AgAgAgAgnenenenessss    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跟跟跟跟弟兄姐妹有很好的交通弟兄姐妹有很好的交通弟兄姐妹有很好的交通弟兄姐妹有很好的交通，，，，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探訪探訪探訪探訪

////NNNNicoicoicoicolllle e e e 服服服服事有神保守事有神保守事有神保守事有神保守，，，，运运运运动会顺动会顺动会顺动会顺利利利利结结结结束束束束////MMMMaaaaggggggggie ie ie ie 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跟跟跟跟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弟兄姐妹過過過過得得得得

非非非非常愉快常愉快常愉快常愉快；；；；跟久未見跟久未見跟久未見跟久未見面面面面的的的的阿阿阿阿姨姨姨姨有美好的交通有美好的交通有美好的交通有美好的交通////RRRRaaaaymymymymonononondddd    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順順順順利利利利結結結結

束束束束，，，，大大大大家家家家玩玩玩玩得得得得開開開開心心心心，，，，很很很很滿足滿足滿足滿足////小小小小玉玉玉玉    有好的有好的有好的有好的休息休息休息休息////WWWWenenenendydydydy    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玩玩玩玩得很得很得很得很開開開開
心心心心////MMMMicicicichhhhaeaeaeaellll    搬家搬家搬家搬家順順順順利利利利，，，，有小天有小天有小天有小天使使使使幫忙幫忙幫忙幫忙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MMMMicicicichhhhaeaeaeaellll    儘儘儘儘快快快快把把把把家整理好家整理好家整理好家整理好    ////WWWWenenenendydydydy    更多的禱告更多的禱告更多的禱告更多的禱告////小小小小玉玉玉玉    禁食禱告經歷神禁食禱告經歷神禁食禱告經歷神禁食禱告經歷神

////RRRRaaaaymymymymonononondddd    工作重工作重工作重工作重投投投投正正正正軌軌軌軌，，，，重重重重燃燃燃燃火熱火熱火熱火熱的心的心的心的心並並並並有有有有智慧智慧智慧智慧////MMMMaaaaggggggggie ie ie ie 有有有有智慧智慧智慧智慧和家和家和家和家

人人人人溝溝溝溝通通通通，，，，更明白神的更明白神的更明白神的更明白神的帶帶帶帶領領領領////NNNNicoicoicoicolllle e e e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外外外外婆婆婆婆签证签证签证签证顺顺顺顺利利利利////AgAgAgAgnenenenessss    學學學學習跟習跟習跟習跟找工找工找工找工
作作作作有神有神有神有神帶帶帶帶領領領領，，，，禁食禱告中經歷神禁食禱告中經歷神禁食禱告中經歷神禁食禱告中經歷神////春蕊春蕊春蕊春蕊    开学开学开学开学课业课业课业课业顺顺顺顺利利利利&&&&合合合合适适适适兼兼兼兼职职职职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房房房房角石角石角石角石學青小組學青小組學青小組學青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明明明明鋒鋒鋒鋒夫婦夫婦夫婦夫婦家家家家））））            �    :0:0:0:0402402402402----873873873873----080 /080 /080 /080 /週週週週六下六下六下六下午午午午 4444:00:00:00:0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RRRRononononssssie ie ie ie 長長長長週週週週末末末末很很很很充充充充實實實實////SSSSaaaarrrraaaahhhh    成成成成功請功請功請功請假假假假去短宣去短宣去短宣去短宣，，，，新新新新工作同工作同工作同工作同事和事和事和事和 cucucuculllltutututurrrre e e e 都都都都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EmlyEmlyEmlyEmly    ppppaaaarrrrententententssss co co co commmminininingggg bac bac bac backkkk    ////RRRRicicicickykykyky    平安平安平安平安////EEEEunice unice unice unice 新新新新同同同同事很事很事很事很耐耐耐耐心心心心教我做教我做教我做教我做
事事事事////SSSSiiiimmmmon on on on 有有有有充充充充實實實實假期假期假期假期////RRRRoooollllita ita ita ita 假期假期假期假期開開開開始始始始////王越王越王越王越    運動會認運動會認運動會認運動會認識識識識新新新新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更加更加更加更加

學學學學習習習習到到到到合合合合一的一的一的一的重要重要重要重要性性性性。。。。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RRRRononononssssie ie ie ie     家人健康家人健康家人健康家人健康////SSSSaaaarrrraaaahhhh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有有有有效率效率效率效率智慧智慧智慧智慧和和和和 JJJJaaaasssson on on on 在在在在香香香香港找港找港找港找到到到到合適教會合適教會合適教會合適教會

和和和和工作工作工作工作////EmEmEmEmiiiilylylyly    父母心父母心父母心父母心情快樂情快樂情快樂情快樂////RRRRicicicickykykyky    家人的健康家人的健康家人的健康家人的健康////EEEEunice unice unice unice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有有有有智慧智慧智慧智慧和和和和效效效效

率率率率////SSSSiiiimmmmon on on on 學學學學業業業業和和和和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的的的的機會機會機會機會////RRRRoooollllita ita ita ita 能能能能有好的有好的有好的有好的規劃規劃規劃規劃////王越王越王越王越    學學學學習習習習有有有有智慧智慧智慧智慧。。。。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芥菜種芥菜種芥菜種芥菜種學青小組學青小組學青小組學青小組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 : 明明明明鋒鋒鋒鋒夫婦夫婦夫婦夫婦家家家家））））            �    :0422:0422:0422:0422----066066066066----877 /877 /877 /877 /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週五晚 7777：：：：0000000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ChrChrChrChriiiis,s,s,s,，，，，JJJJaaaayyyy    拔河冠軍拔河冠軍拔河冠軍拔河冠軍////llllouiouiouiouisssseeee,,,,    CCCCinininindy,dy,dy,dy,    HHHHanananan,,,,    MMMMicicicichhhheaeaeaeal,l,l,l,    GGGGrrrrace ace ace ace 生生生生活活活活充充充充實實實實，，，，運動運動運動運動

會愉快會愉快會愉快會愉快////DaDaDaDavvvviiiidddd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身體好身體好身體好身體好轉轉轉轉////SSSSunnunnunnunnyyyy    身體好身體好身體好身體好轉轉轉轉////RRRRoooosssse e e e 假期假期假期假期愉快愉快愉快愉快////JJJJacacacackykykyky    lllliiiiffffe e e e 

iiiissss beauti beauti beauti beautiffffuuuullll。。。。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DaDaDaDavvvviiiid,d,d,d,    HHHHan an an an 未未未未來來來來方向方向方向方向////ChrChrChrChriiiissss    睡眠睡眠睡眠睡眠品質品質品質品質/Lou/Lou/Lou/Louiiiisssse e e e RRRRoooosssse e e e 學學學學業業業業////CCCCinininindydydydy    做做做做事事事事專注專注專注專注
有有有有效率效率效率效率////GGGGrrrrace ace ace ace 學學學學習習習習考考考考試試試試////JJJJaaaayyyy    下下下下禮禮禮禮拜上課拜上課拜上課拜上課////SSSSunnunnunnunnyyyy    做做做做報報報報告有告有告有告有智慧智慧智慧智慧，，，，與與與與神的神的神的神的

關係關係關係關係////MMMMicicicichhhheaeaeaeallll    HSCHSCHSCHSC    與神與神與神與神同同同同在在在在////JJJJacacacackykykyky a a a assssssssinininingmgmgmgmentententent。。。。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耶利耶利耶利耶利米職米職米職米職青青青青小組小組小組小組（（（（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潘若驊潘若驊潘若驊潘若驊家家家家））））                    �    :04:04:04:0415151515----668668668668----238238238238    ////週週週週四四四四晚晚晚晚上上上上 7:007:007:007:0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NNNNicicicickkkk    幫助幫助幫助幫助老老老老婆婆婆婆安排安排安排安排蜜蜜蜜蜜月月月月之之之之行行行行有有有有智慧智慧智慧智慧，，，，簽證申請順簽證申請順簽證申請順簽證申請順利利利利/Va/Va/Va/Valllleeeerrrrie ie ie ie 歐歐歐歐洲洲洲洲簽證簽證簽證簽證

申請順申請順申請順申請順利利利利////CCCCeciecieciecillllia Lonia Lonia Lonia Longggg    wwwweeeeeeeekkkkenenenendddd可可可可以以以以休息休息休息休息/Lin/Lin/Lin/Lin&&&&ClClClClauauauauddddia ia ia ia 一一一一起起起起禁食禱告禁食禱告禁食禱告禁食禱告來來來來

經歷神經歷神經歷神經歷神，，，，收獲收獲收獲收獲很多很多很多很多////EddEddEddEddie ie ie ie 度度度度過了過了過了過了一一一一個個個個非非非非常常常常充充充充實愉快實愉快實愉快實愉快的的的的長長長長週週週週末末末末////AAAAnnnnggggie ie ie ie JJJJaaaassssonononon

平安回家平安回家平安回家平安回家，，，，與與與與 RRRRututututhhhh一一一一起度起度起度起度假假假假。。。。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NNNNicicicickkkk    蜜蜜蜜蜜月月月月旅旅旅旅行行行行平安喜平安喜平安喜平安喜樂樂樂樂/Va/Va/Va/Valllleeeerrrrie ie ie ie 蜜蜜蜜蜜月月月月旅旅旅旅行行行行一切一切一切一切順順順順利利利利，，，，天天天天氣氣氣氣很好很好很好很好////CCCCeciecieciecillllia ia ia ia 

安排安排安排安排日日日日本本本本旅旅旅旅行行行行順順順順利利利利/Lin /Lin /Lin /Lin 工作上工作上工作上工作上有有有有智慧智慧智慧智慧，，，，與新與新與新與新同同同同事事事事相相相相處處處處愉快愉快愉快愉快/ / / / ClClClClauauauauddddia ia ia ia 有有有有智智智智

慧慧慧慧安排時安排時安排時安排時間間間間////EddEddEddEddie ie ie ie 嗓嗓嗓嗓子子子子儘儘儘儘快恢復快恢復快恢復快恢復，，，，能正常能正常能正常能正常說話說話說話說話////AAAAnnnnggggie ie ie ie 父母身體健康父母身體健康父母身體健康父母身體健康。。。。    

    

1503150315031503 宣教網絡復興禱告會宣教網絡復興禱告會宣教網絡復興禱告會宣教網絡復興禱告會     

2015 年 10 月 14 日禱告內容： 
一、10"感恩或禱告蒙應允分享         ﹝7：30﹞ 
二、15"敬拜及靈歌自由敬拜      ﹝7：40﹞ 
三、15"聆聽神聲音、自由禱告      ﹝7：55﹞ 
四、10"個人需要服事：       ﹝8：10﹞  
五、10" 禱讀：彼得前書 2：9      ﹝8：20﹞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
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六、35" 本週禱告主題：為教會禱告為教會禱告為教會禱告為教會禱告                    ﹝8：30﹞    
        
1. 警醒禱告：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以弗所書 6:18） 
 
a. 個人禱告：求主幫助兄姊除去一切的攔阻、各人都能成為禱告勇士、

凡事藉著聖靈多方禱告、天天與神建立親密關係 
b. 群體禱告：求主挑旺兄姊心中禱告的火並委身參加禱告會、同心警醒

為教會守望、渴望復興降臨、一同見證神的榮耀 
 

2. 渴慕真理：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詩篇
19:7-9） 
 
a. 背誦經文：求主賜下渴慕的心、兄姊渴望得著生命靈糧、每天固定背

誦經文、讓神的話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 
b. 研讀聖經：求主幫助兄姊用心、有系統地研經、求聖靈光照、使我們

得著神話語中的亮光、切實在真理上扎根 
 
 

八、5"查驗分享                                  ﹝8：55﹞ 

九、主禱文結束                                     ﹝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