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撒母耳記下 1:1-27                   講員: 黃彼得牧師 

 

 

 
               

 

 

 

 

 

 

 

 

 

 

 

 

 

 

 

 

 

 

 

 

 

 

 

 

 

 

 

                                                                

 

 

 

 

 

 聚 會 時 間 表   

週 

日 

禱告會 

10:00-10:30 

大禮堂 

主日崇拜 

10:30-12:00 

大禮堂 

兒童主日學 

10:30-12:15 

教室 

福音班 

12:15-14:00 

教室 

週
間 

五重同工之夜 

各小組聚會 

請參內頁小組 

感恩代禱 

生命培訓學院 

週六 9:00 

教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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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lfil 
 The Great Commission through 1503 Miss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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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School 高中禮堂, 24 Centennial Ave., Chats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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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月 21 日《第 764 期》 大衛哀悼掃羅王 

引言：以色列民向撒母耳求立一位君王像列國一樣管理他們（撒上

8：4-22） 

 

一、 撒母耳遵神命令為以色列民立一位王。（撒上 9-10） 

二、 掃羅初為王時很謙卑不在意人的輕視。（撒上 10：25-27） 

三、 掃羅王在危急時越權去獻祭得罪神。（撒上 15：10-23） 

四、 大衛在掃羅兵營中，不肯神的名受哥利亞的羞辱，而殺哥利亞。

（撒上 17-18） 

五、 大衛因掃羅是神的受膏者，有二次不殺掃羅。（撒上 24：1-

22,26：1-13） 

六、 大衛對掃羅的哀歌。（撒下 1：11-25） 

1. 掃羅是神的受膏者。（撒下 1：14-16） 

2. 掃羅是大英雄。（撒下 1：19-21） 

3. 掃羅與約拿單的英勇。（撒下 1：22-23） 

4. 大衛請以色列的婦女為掃羅哀哭。（撒下 1：24-27） 

結論：大衛是一位富有感情的詩人。也是一位敬畏神的君王。所以神

自己介紹大衛是： 

1、 善于彈琴。（撒上 16:18） 

2、 大有勇敢的戰士。（撒上 16:18） 

3、 說話合宜。（撒上 16:18） 

4、 容貌俊美。（撒上 16:18） 

5、 耶和華與他同在。（撒上 16:18） 

  所以掃羅有二次要剌殺大衛，但大衛都逃避。（撒上 18:11） 

 

小組討論： 

1、神為什麼喜悅大衛而立他為王？ 

2、大衛為什麼有機會殺掃羅而不肯殺。 
 

主日崇拜 程序 

一、 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譚韌 乃深 

二、 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三、 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張親親姐妹 

四、 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黃彼得牧師 

講題：大衛哀悼掃羅王 

經文：撒母耳記下 1:1-27 

五、 以回應詩歌來敬拜 

六、 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七、 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2017 年教會目標    重新得力     穩定拓殖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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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新朋友會後 12:15 於對面小教室參加 C1 福音小組，福音小組備
有午餐，請慕道友享用！ 

2. 歡迎黃彼得牧師蒞臨證道，下午在恩典堂，願神記念他的辛勞！ 
3. 本堂所支持宣教機構之一的「好消息電視台 Good TV」澳洲負責人林俊立

弟兄將於 5 月 28 日（下週主日）證道，上午在北雪梨靈糧堂，下午在恩
典堂，歡迎邀請新朋友前來參加！ 

4. 感謝主！母親節特別節目已於上週日順利舉行，感謝所有同工的辛勞擺
上！ 

5. 感謝主！有多位兄姊報名生培，生培口試將分別於 5 月 27 日、6 月 3 日
舉行，筆試也將於 6 月 10 日舉行，2016 年錄取的試讀生培學生亦同時參
加考試進行評估。求神祝福所有報考的兄姊。 

6. 你想要遇見神嗎？你想要領受神的愛和醫治，並被聖靈充滿、生命被更新
嗎？ E1 遇見神營會將於 6 月 17 日 (週六) 9am-5pm，在 Chatswood 北區大
堂舉行，機會難得，歡迎兄姊們報名。 6 月 5 日前報名費$25，之後報名
費將調至$35。費用包含當日午餐。請至行政桌報名。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MdE90Ykidr7bgaHE2。 

7. 你想要與神同工，成為代禱者嗎？歡迎報名參加 E1 營會代禱團隊！在一
天的營會當中，你將會與一群代禱勇士們同步為學員禱告，第一時間經歷
學員們被神觸摸的瞬間同工招募標準：已受洗，並曾上過 C3 課程，或是
對代禱服事有負擔的兄姐；時間地點：6 月 17 日，9 點至晚 5，北區大
堂。名額有限，請把握機會。北區聯繫人：曉慧，西區聯繫人：畢嘉。 

8. 九月份的澳洲靈糧特會/天國文化課程開始報名，6 月 30 日前報名靈糧特
會有八折優惠，請把握機會，歡迎弟兄姐妹踴躍參加。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MwuikB5uXeOvXJJK2，天國文化課程費用僅為講義費
$30 元，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MgQw1btEqt95DRIg2 

9. 西區陸星語弟兄已完成本教會裝備，將於 5 月 26 日差派回到中國定居，
求神帶領他前面的道路，滿有神的同在與恩典！ 

10. 五重同工之夜將於本週舉行。請各位同工根據各事工主責通知的時間地點
參加，願神記念同工的辛勞擺上！ 

11. 現任牧師助理因家庭原因無法繼續留任，歡迎本堂有服事熱情並可長期服
事的兄姊前來應徵，請將簡歷發至教會信箱，今日截止，秘書職責請見公
佈欄。 

 

 

全球最大的華語基督教好消息電視台 Good TV 將於 5 月 25 日在
Chatswood Dougherty Community Center 舉辦“好消息影音圖書館暨 Dabar 視
頻雪梨發表會”，歡迎兄姊參加并下載 Good TV APP，詳情請見公佈欄。 

 

會前禱告 
主領/ 
伴唱 

音控/ 
助手 

投影 主日      
招待 
場地 

兒童 茶點 點奉獻 關懷 

本週 曉慧 
譚韌 
乃深 

永鏘 
李傑 

俊聰 
敏青 

劉琳 梁凱 
約瑟 
少年 

浩鋮 
舜偉曉滔 

桂珍 
重陽 

林眉 
王越 

德立 

下週 林眉 
若驊 
世民 

家瑋 
志薪 

俊聰 
志杰 

王惠 曉慧 
芥菜種
學青 

王越 
海雲 

嬌嬌 
曉嵐 

鈺茹 
婉如 

善宜 

 

 主日 
崇拜 兒童 禱告會 

小組 奉獻金額 

組數 人數 主日 建堂 感恩 

北雪梨 124 14 28 9 117 $4887.35 
$287.05 -- 

恩典 81 18 20 9 78 $42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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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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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1日 (日) 撒母耳記下 19 

  5月22日 (一) 撒母耳記下 20 

  5月23日 (二) 撒母耳記下 21 

  5月24日 (三) 撒母耳記下 22 

  5月25日 (四) 撒母耳記下 23 

  5月26日 (五) 撒母耳記下 24 

  5月27日 (六) 希伯來書1 

 
 
 
v. 3 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
我的高臺，是我的避難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脫離強暴的。 
 

多加 

永青 

以馬內

利家庭 

路加 

職青 

但以理

職青 

耶利米 

職青 

以賽亞 

背包客 

雅各 

學青 

房角石

學青 

JJ 少年

聯合 

20 10 9 10 18 15 12 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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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記下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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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恩典家庭小組（地點：西區教會）        : 0411-652-060 /週六晚 7:30 

感恩：William 母親充滿喜樂，母親節在教會裡蒙受祝福，接受小朋友獻

禮，謝謝耶穌使我的母親蒙福/Adele 即將休假；世強弟兄百忙之中代

理小組；看到弟兄姐妹們經歷困難逆境時，仍大有平安，並且依然熱

心服事/Jasmine 亞亞鋼琴考試順利通過；大車修理好了/David 感謝主

的保守，昨天避免了一場重大車禍；為主賜我賢慧的妻子，孩兒們的

媽咪感恩；為有恩典家人常常彼此代禱、祝福、勸勉感恩/Brenda 吃

到朋友請的好吃的北京菜；與母親及家人享受美味的母親節晚餐；這

段時間收到好幾束鮮花；有好的休息。 

代禱：William 求神幫助 Frank 夫婦有智慧處理交通意外修車帶來的損失，求

神賜下安慰憐憫保守腹中的胎兒健康成長，叫我們的心在逆境中讚美

神/Jasmine 保守帶領 David 的工作；房子重建順利批準；大車順利通

過檢驗/Adele 小組家人們可以透過禱告，建立自己與神的親密關係，

更多遇見和經歷神；求神看顧每一位家人的需要，在身體、工作、生

活、回國為家人傳福音、未來服事方向等各樣大小事上都賜下厚恩和

引領；我們假期時時有神的同在和保守，往返出入都平安順利，有愉

悅的享受與放鬆，身心靈都全然地重新得力/David 求主繼續預備我們

4/6 回國探親的準備工作，讓孩子們都能自律，生活學習都有規律

/Brenda 將要處理的事盡早完成；求神引領前面方向。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地點：嚴祥芬家)      : 0430-132-883 /週五晚 7:30 

感恩：Amanda 公婆及老公一切平順歸來。神的恩寵驚喜不已他被升到頭等

艙位子/金梅 感謝主手上的工一切都順利/Lynn 感恩回來生病好了。 

代禱：Amanda 能更多聽得明瞭主聖靈的啟示，來愛主所愛惡主所惡/瑯 求

主保守 Paul 週五的小手術平安和順利/宋燕 求主保守女兒週五的考

試，求主與她同在，考出好成績/金梅 求主保守看顧妹妹一家，讓她

能早生貴子。 

西區豐盛家庭小組（地點：Eastwood 中心)     : 0450-130-688 /週五晚 7:30 

感恩：Jenny 主使我有力量/Nicole 可以傳福音，神將大大的恩典傾倒在教學

中/Raymond 生活有智慧/Suki 家中一切順利。 

代禱:：Jenny 求主柔軟福音朋友的心及釋放福音的大能，醫治傷心的人

/Nicole 求主幫助調整課表，教琴練琴溝通有智慧/Raymond 工作有智

慧/Suki 學習有智慧。 

            1503 宣教網絡 2017 年 5 月 21 日 

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地點：昌敏家）         : 0468-765-117/週三早 10:00 

感恩：感謝主，海萍姐的姪子 Alex 在美國生命河靈糧堂帶領敬拜讚美，今

天在小組發揮恩賜，恩膏滿溢/弟兄姊妹們彼此愛心分享豐盛美味佳

餚/海萍姐分享奇妙和感人的受洗見證，經歷神的慈愛憐憫和大能/高

姐的女兒及女婿非常孝順。  

代禱：甘霖姐因房東要收回房子，求神速速預備合宜的住家/為 Alex 預備適

合的新工作及凡事都亨通順利/彭牧師將回台一個月與親人相聚並參

加 60 年的同學會，保守看顧她出入平安健康，傳福音有果效/楊弟兄

的眼睛和腳能得完全醫治/繆伯伯繆媽媽的血壓血糖和腎臟得健康正

常/素凝姐的酸痛得以改善/其他有病痛軟弱的弟兄姊妹，都能早日痊

癒。 

北區房角石學青小組（地點: Mosaic Centre）   :0402-873-080 /週六下午 6:30 

感恩：Emily Eunice Simon 一周充實愉快/Marcus 這個學期學習成績不錯/嬌嬌  

工作充實/越越 媽媽平安回到內羅畢/Jocelyn 報告做得不錯/Simon 

Wang 工作有智慧有效率。 

代禱：Emily 工作和處理家庭關係有智慧/ Eunice 小組找到適合長期聚會的

地方，工作服事有智慧/Simon 英文考試/Marcus 作業順利完成，家人

健康/越越 情緒管理/嬌嬌 時間夠用身體健康；找到合適的房子

/Jocelyn 考試成績好。 

北區路加職青小組 (地點:7/1 Cambridge Lane) : 0423-558-979 /週六下午 4:00 

感恩：Linda 公民考試順利通過/Phil 工作交接順利/Brenda 有神真好，有義

人也很好，禱告會很棒啊/Alex 新人很棒。 

代禱：Linda 神帶領工作上面的進展和變化，讚美主/Phil 新崗位能有神的帶

領/Brenda 每個人健康平安，可以快樂的為主服事/Alex 早睡早起。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彭怡家）    : 0411124287/週五晚 7：30 

感恩：親親 讓我再次享受天倫之樂/Carmen 能享受每日平靜安穩的生活/聖

惠 在今年國際護士節獲獎，慶祝女兒生日有美好時光/Sue 公司批准

招募新人分擔工作壓力/Flora 六月上海家人來悉尼團聚/Bonnie 小組

家人在朱牧師特會滿有得著/Cathy 朱牧師特會有得著/Hannah 享受為

人母的喜樂深刻體會父神之愛，在愛中建立自己。  

代禱：親親 小組家人都能親自遇見神，過得勝的生活/Carmen 求聖靈帶領家

中未信主家人早日信主/聖惠 求主賜更多的耐心和溫柔，家人們都有

健康強壯身體/Sue 求神賜敏銳聖靈同在的心，賜我和家人更好合理安

排時間/Flora 自己和家人感冒得完全醫治，合理安排時間讓全家有更

多時間親近和領悟神的話語/Bonnie 能每天操練方言禱告/Cathy 渴慕

神的心常常親近神堅持靈修/Hannah 求主聖靈造訪家人的心渴慕愛

主，討主喜悅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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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耶利米職青小組（地點:潘若驊家）      :0415-668-238 /週四晚上 7:00 
感恩：Valerie&Nick&Claudia 與媽媽有一個開心的母親節/Valerie 小組兩週

年，Internal Audit 開展/Sarah 考試全過/Nick 工作交接順利/Claudia 
Abrren 用心安排小組活動/Cecilia 小組兩週年/Helen 媽媽回國處理事
情一切順利，老爸澳洲生活平安喜樂/Simona 每天有主的陪伴/ Linda
週末和媽媽一起度過/Ronsie 母親節跟家人有很好的相聚時間。   

代禱：Valerie Internal Audit 順利通過，有智慧回答 auditor 的問題/Sarah 週六
小組活動天氣好/Nick 求主帶領工作方向/Claudia 求神賜智慧給 Linda
預備 CFA 的考試/Cecilia 工作愉快有智慧/Helen 考前複習求神指引，
有效率的學習及安排時間/Simona 簽證一切順利，週六有個好天氣
/Helen 這週六有好天氣小組活動順利/Ronsie 家人健康/Alex 求神堅定
留下來的信心，不要失眠。 

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 (地點:Dougherty Centre)   : 0430-274-285 /週五晚 7:30 
感恩：Dillon 小組迎來新朋友，老朋友陸續平安歸來/Litty Sarah 來小組，出

國的弟兄姊妹平安回來，週末有好休息/Annie 旅行、生活，出入平安
/Mandy 小組有新朋友加入，老朋友們回歸；用新的視角看待發生的
事情/Jake & Jing Sarah 可以來但以理小組/Peter 小組有新朋友加入，與
老師們在聚餐當中有很好的交流/Sarah 來到但以理小組/Graham & 
Fiona 開心新同學來小組。 

代禱：Dillon 求神保守看顧弟兄姊妹的身體，醫治堅固他們，並常與他們同
在/Litty 小組活動順利，大家身體健康/Annie 未來方向/Mandy 求神帶
領未來的方向，守護家人朋友身體健康/Jake & Jing 求神醫治身體有
不適的弟兄姐妹/Peter 身體健康，台灣精品的展出與記者會圓滿順利
/Sarah 小組出遊有好天氣，工作有智慧/ Graham & Fiona 週六小組活
動天氣好，組織順利，身體健康，出行平安。 

中區雅各學青小組（地點: 曉慧辦公室）      : 0420-983-634 /週五晚 7:30 
感恩：Brenda 禮拜三"神蹟之夜" 有很大的釋放，心裡輕鬆許多，能夠更多

愛神和愛神人，賜下很乖的寶寶給我們/Edmund 生活有家人的照顧很
輕鬆，BB 在媽媽肚子裡很乖/Ivan 頭痛得醫治/ Rose 學習有動力，讀
經有得著/David Fang 天天開心/Ivy He 身邊的事情都開始順利了/ 
Gwen 房子找到了/ Cindy 禱告會有得著/Nick 學習和生活找到動力
/Yan 生活充實。 

代禱:：Brenda 每天有固定的靈修時間，跟弟弟的關係，身體健康/Edmund 
工作順利，求神帶領能夠處理很頭疼的事情/Ivan 複習賜智慧/Rose 
group assignment 進行順利，合理安排時間/ David Fang 身體健康/ Ivy 
He 不迷茫找到自己的方向/ Gwen 媽媽的檢查結果身體健康，
assessment 完成有智慧，搬家順利/ Cindy 固定靈修時間/ Nick 平穩度
過 final stage/ Yan 學習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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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以諾家庭小組（地點：南俊峰家)         : 0435-252-277 /週五晚 7:30 

感恩：Huey Don 夫婦在百忙中擔任代理小組長，組員們為我們的海外休假代

禱平安愉快，Jenny 姐送我們飛機/Stephanie 收到很棒的母親節禮物

/Ally 老公照顧霓希讓我完整休假一天，與姐妹的美好聚會/周燕和哥

哥姐姐們過了個快樂的母親節/Jenny 與姐妹們有美好的週一，感恩有

小組家人的陪伴。 

代禱：Huey Don 夫婦手中所做的盡都順利。繼續為以諾的下一代禱告(包括

不在我們當中的 Yawei、小飛) 。在工作上幫助 Kevin,、Joe、Don/ 

Stephanie Don 的工作和 cpa/Ally 父母身體健康平安/周燕 yawei 的考

試，門門都能過，尤其中一門更要靠著神的恩典通過/Jenny Huey 夫婦

假期有神的恩典同在，出入順利。父母家人身體健康，Johnson 學會

將手中的事交托在神手里，Nancy 合理安排時間，學習考試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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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Lina 孩子有機會參與母親節表演/Sandra 度過了一個美好的母親節

/Beryl 家庭和服事每天都有新挑戰和學習。  

代禱：Lina 媽媽回國一切順利/Sandra 做個有智慧，耐心愛心的媽媽和妻子

/Beryl 時間管理更有效率，各樣事都靠主幫助完成/Peony&Kenny 家人

感冒、濕疹得醫治。 

西區喜樂家庭小組（地點：趙玲家）        : 0430-123-197 /週四早 10:30 

感恩：Joyce 腸胃透視正常/立芹 凡事都有主的美意/雅男 二兒子有個美滿

婚姻的未來 

代禱：Joyce 興起更多的姐妹來服侍主/立琴 外孫小駿馬更快的適應新家環

境/京燕 保守母親的健康/雅男 讓父親早日信靠主，身心靈都健康。 

西區和散那學職青小組（地點：Eastwood Club）: 0424671987/週五晚 7:30 

感恩：小玉 小組母親節茶點服事順利/Allen 在家鄉找到教會/Agnes 工作文

件順利提交。 

代禱：小玉 身體快點好；婚禮籌備順利；Allen 回國路程平安一切有神帶領 

/Allen 神賜智慧克服一切在新工作上的壓力和困難工作順利/Agnes 工

作有智慧，工作方向有神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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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母親節表演順利, 感恩媽媽們與孩子們的配合與投入。 

代禱：讓孩子們常常懷感恩的心, 來孝敬父母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