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阿摩司書 4：1-13                  講員:蘇輝牧師 

  

 

       

 

 

 

                  講員：李守博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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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程序 

一、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以琳學青小組     

二、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林恩惠 牧師 

三、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四、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蘇輝 牧師 

    講題：仍不歸向神？ 

    經文：阿摩司書 4：1-13 

五、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六、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七、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蘇輝牧師夫婦 

聚會時間表   

週日 
禱告會 

14:00-14:30 
大禮堂 

主日崇拜 

14:30-16:15     
大禮堂 

裝備課  
16:30-17:30 
教室/禮堂 

兒童主日學 

14:30-16:15 
教室 

週間 

復興禱告會 週三 19:30 各小組聚會 
請參內頁小組 

感恩代禱 

生命培訓學院 
週六 9:00 
教會辦公室 

北區：Dougherty 

Community Centre 
西區：林正宜家 

太平紳士（JP）認證簽名：陳安德烈牧師  時間：每週主日 

停車：禮堂對面 Woolworths 地下停車場（週日免費不限時） 

 

1503 宣教網絡 

 雪梨恩典靈糧堂 
Grace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in Sydney 

 1503 Mission Network 

     

 

 

聚會地點: West Ryde Community Hall, 3 Anthony Road, West R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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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安德烈牧師、林恩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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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管教以色列五次 v6-11 

 

 

 

 

 

 

 

二、神管教的原因 

 

 

 

 

 

 

 

三、預備迎見你的神 

 

 

 

 

 

 

 

小組討論： 

1. 你曾在艱難中學會神所賜的功課嗎？ 

2. 當你不願歸向神的時候，你是否曾經歷過問題反而增加？ 

3. 基督徒什麼時候經歷神的管教？為什麼？ 

 

     仍不歸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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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教會目標   穩定拓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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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分享，歡迎參加小組；如需英文同步翻譯器，請至影音桌領取。 

2. 聖誕節受洗報名將於下週截止，請小組長將組員填寫完整的申請表格和兩張

1 寸照片於下週日（12 月 1 日）前交給牧師助理。 

3. 首屆『1503 Olympic職青運動會』將於本週六（11月 30日）下午 2點在Macquarie 

University Sport and Aquatic Centre（Gymnasium Road, North Ryde）舉行，報名

將於明日（11 月 25 日）截止，詳情請洽職青小組組長。 

4. 國際佈道家廖雅各牧師將於 12 月 7 日（週六）晚 7 點在 Chatswood 高中禮堂

舉辦主題為『醫治破碎心靈的恩膏』特會，當週小組改為參加特會，請兄姊

預備心參加；廖雅各牧師並將於 12 月 8 日在北雪梨靈糧堂和本堂進行主日證

道，兩堂信息不同，歡迎邀請新朋友參加。 

5. 歡迎各位兄姊積極參加週間復興禱告會！您將會經歷聖靈充滿、得著方言、

並有醫治釋放服事。請兄姊攜帶聖經及當週禱告文（參週報夾頁）。 

肢體代禱： 

1. 永青小組張素凝姊妹的先生袁秉義弟兄於上週日安息主懷，追思禮拜已於前

天順利舉行，願神親自安慰家人的心！ 

2. 李牧師夫婦海外休假有神的看顧，有美好的休息！ 

3. 願神保守王學匯夫婦有美好的假期！恩典小組聯絡代理人為張重賢夫婦。 

 
 

 

2014 年天國文化特會將於 2 月 5 日至 7 日在台北小巨蛋舉行，海外地區於 1 月

20 日前上網完成報名者，一律免報名費，詳情請參公佈欄或在招待桌索取單張。 

會前禱告 主領 
音控/ 

助手 

投影/ 

助手 
場地 兒童 茶點 點奉獻 關懷 

本週 翁玉娥 
以琳 

學青 

星語 

馬龍 

以琳 

學青 

恩典 

家庭 

秀如 

博恩 
亦凡 

張靖 

鳳儀 

建元 

碧爽 

下週 王岱 
以利沙 

學青 

星語 

宇鵬 

以利沙 

學青 

約書亞 

少年 

米娜 

咪麗 

珍妮 

付銳 

正宜 

光炎 

林志成 

蔣煦 

含什一奉獻 32 筆；感恩奉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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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B：062140，帳號A/C No.：1096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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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4 日 (日) 阿摩司書 7：10-17 

11 月 25 日 (一) 阿摩司書 8：1-10 

11 月 26 日 (二) 阿摩司書 8：11-14 

11 月 27 日 (三) 阿摩司書 9：1-4 

11 月 28 日 (四) 阿摩司書 9：5-10 

11 月 29 日 (五) 阿摩司書 9：11-15 

11 月 30 日 (六) 彌迦書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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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梨恩典 73 10 27 34 8 72 $2633.45 $100 

北雪梨 116 14 32 41 11 121 $2671.7 -- 

信望愛 

家庭 

伯大尼 

家庭 

恩典 

家庭 

喜樂 

家庭 

尼希米 

職青 

以琳 

學青 

以利沙 

學青 

約書亞 

少年 

8 14 15 5 10 6 6 8 

本本週週背背誦誦經經文文       阿阿摩摩司司書書 44：：1133  

那那創創山山、、造造風風、、將將心心意意指指示示人人、、使使晨晨光光變變為為幽幽暗暗、、腳腳踏踏在在地地之之高高處處的的，，他他的的名名是是

耶耶和和華華萬萬軍軍之之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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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2442-31.htm#855984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2442-31.htm#855984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2776-7.htm#963146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2776-7.htm#963146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3633-6.htm#1283134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3633-6.htm#1283134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4414.htm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4414.htm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8134-1.htm#240303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8134-1.htm#240303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2723-83.htm#937555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2723-83.htm#937555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2851-24.htm#995561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2851-24.htm#995561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557-2.htm#106155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557-2.htm#106155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4414.htm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4414.htm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3617-76.htm#1277916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3617-76.htm#1277916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3721-17.htm#1301837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3721-17.htm#1301837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1284-179.htm#553687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1284-179.htm#553687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2983-96.htm#1067939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2983-96.htm#1067939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2401-10.htm#842775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2401-10.htm#842775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8844-56.htm#270180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8844-56.htm#270180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3721-17.htm#1301838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3721-17.htm#1301838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44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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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地點：教會辦公室）       : 0468-765-117/週三早 10：00 

感恩：歡迎 Helen 姐妹參加小組/弟兄姐妹發揮愛心，樂意參加小敏姐妹的父親

安息禮拜/彭牧師外地服事有美好的果效，並平安返回雪梨/Harry 哥的眼睛復

查良好/彼此分享如何教養孩子 

代禱：安慰小敏姐妹的家人/Margaret 姐的腰痛得完全醫治/劉太太能享受神及家

人的愛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林眉家）        : 0425-210-108/週五晚 7：30 

感恩：組內小家長們積極負責/興亞一梅 一家結束假期平安歸來/李多 順利調整

工作時間，緊張情緒得以緩和 / Winny 及時借到睡袋，按時參加學校的野營/

每個家庭都歡喜快樂充滿祝福/Amanda 工作有主的同在與帶領充滿喜樂不

再有壓力、大兒子第一次小提琴獨奏表演順利、David 工作令客戶滿意 

代禱：方舟組員平安及可來小組參加聯合聚會/求主看顧坦坦的寶寶最後幾個月

的健康不受大人身體的影響、嬰兒用品的準備順利充足/繼續為 David 前方

的工作開路/在晨琳的頭暈頭痛、Amanda 的身體疾病、Winny 的腳踝恢復、

以及紅琅的肩背疼痛上顯示醫治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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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y 感恩神聽禱告所給的工作已開始，一切大致順利；朋友 cathy 對福

音也感興趣，願意追求/Sophia 同孩子一起照相要作證女兒有嚴重爆牙並且

定意要來禱告尋求神蹟醫治。一禮拜後，牙醫邀請 Kaitlyn 當其申請牙套職

照的實例病人，上有專家 cover 一切決定完全安全，因此省了將近所有費用 

代禱：求神賜 Simon，Terry，Angela 工作上有智慧/求神賜 Linda 全家人健康平安，

也能更多被神開啟/求神賜給每一個組員敏銳注意自己靈裡面（心和口）的

潔凈和成長，好使生命沒破口，身體鍵壯如同靈魂興盛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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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nda 感謝主 Brian 校外工作經驗有教會弟兄姊妹的幫忙/親親 在小組

中有很好的分享，大家互相扶持愛主更深/Tammy 車後方的感應器修好沒收

費/Wesley & Jenny 一家人感謝主及小組弟兄姊妹的熱心和愛協助搬家平安

順利/Jenny 感恩主作感恩奉獻的分享  

代禱：小康 求主帶領女兒 Vivian 十二年級的學習/美芳 求主讓先生有機會在聖

誕特會中來敬拜神/親親 求主為先生身心靈保守並親自觸摸他/求主保守

Tracy 姐姐在澳一切平安喜樂及 Tracy 工作家庭與神同在/求主保守 Lynn & 

Joanne 在海外一切平安凡事興盛/求主保守 Victor 一家人凡事興盛，平安喜

樂/求主看顧 Philip 牧師師母身體健壯，靈魂興盛 

1503宣教網絡 2013年 11 月 24日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地點：恩典堂會議室）     : 0435-252-277/週六晚 7：30 

  感恩：David 的公司系統上線順利，恬恬學校考試順利考完/小家人放星雙人組合

首次合作，順利完成破冰及敬拜帶領/感謝神醫治 Harmony 的不適/感謝主賜

下假期，讓 Clay，Brenda 一家可以好好休息/Don 和 Stephanie 加入恩典的大

家庭,女兒越來越懂事/感謝主，小家人熱心輔導放，星參與 4W/Huey 和 Adele

雖分隔兩地，在中國各自探望家人，但每天彼此鼓勵代禱相互守望，並且也

通過 Wechat 得到在悉尼的組員們的關愛代禱和支持，感覺好溫暖/小組代理

人重賢夫婦盡心盡力，代理各項小組事宜/感恩組長不在悉尼的時候，弟兄

姐妹相互關愛，為了彼此持續禱告 

代禱：求神保守帶領 David 的工作安排，亞亞學習能專心有效率，醫治 Jasmine

的感冒/求主醫冶 William 腰尾扭傷/保守 Clay，Brenda 一家旅行平安，雪梨

的家平安，在海外有一個美好的假期/求主醫治 Angela 的身體/Don 找到合適

的實習，求主帶領家庭未來的路/保守 Walter 的二手車盡快賣出/求主行神

跡，讓 Candy 家拜偶像的親戚悔改歸向真神/主親自引導顧放的工作，星星

的學習/主醫治 Lisa 的手/求神賜更多的智慧，能力，信心和忍耐給 Huey 和

Adele，並扭轉家人的心，帶領兩個家族前面的方向/求神額外保守海外旅行

的弟兄姐妹有聖靈的能力與家人和朋友有美好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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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 主使我內心平安喜樂,兒子 Neil 在主裏愛中成長，贊美媽媽做的飯非

常好吃/詠琪 感謝主！老公順利到達紐西蘭/周偉 主保守媽媽順利回國/付

銳 感謝主賜家人平安/雅男 感謝主賜智慧給我，在凡事能靠主上分別為聖 

代禱：Ping 求主的愛滋潤 Neil 的心，在主裏健康成長/詠琪 求主給我聰明智慧，

有更多時間陪伴孩子/付銳 求主掌管家庭未來的道路/周偉 求主的愛與能

力充滿在家中，用主的話裝備自己，凡事仰望主/雅男 求主掌管家中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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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帶領‘新朋友’Ying，Allen 和家樂來到我們小組中/Ying  父母買到

便宜的機票/Shirley  搬家一切顺利有朋友和房东的帮忙/Kenny  感謝主讓我

在上週感受到在神裡面滿滿的愛/ Duffy  周年慶順利完成/ Claudia 與朋友有

很愉快的相處時光/Shuling & Chih  充滿恩典的家庭生活/Michael  母親來雪

梨玩，一起參加主日敬拜/Ceci  與姐妹一起禱告 

代禱：Ying & Allen  家樂的感冒得醫治/Claudia  家人信主/ Chih  龍鳳胎/ Ceci & 

Jade  合理安排時間，父母健康/Kenny  希望大家工作和生活都順利/Sean  好

兄弟病況得醫治，另一半的尋找上有智慧/Michael  排除安排服事與活動上的

障礙  / Duffy  在聖誕節服事上有智慧 /Shuling  有智慧來尋求房子地點

/Shirley  医治妈妈的牙疼，知道怎样带领小家人/Stanley  身體狀況得醫治

/Linda 希望之後有時間去教會跟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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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巴拿巴職青小組（地點: 繁泰家）          : 0433-721-868 /週五晚 7：30 

感恩：Simon W  弟兄姐妹們幫忙一起整理聚會場地  /Emily Lin  買到便宜東

西 /Michael B  順利找到本地教會、與家人有很好的相聚 /Emily Liu Citizenship 

ceremony is coming. New lighting was installed properly at my apartment/Yuki  在

教会讀到一本好书很有收获 /Sam  正式開始實習 /Yuan Lin  弟兄姐妹為我慶

生！與神同在，與弟兄姐妹合一/Claire 大學好友來雪梨發展/Jerry  國外好朋

友下週來澳洲，有時間一起相聚 

代禱：Simon W  順利通過 Green P 的考試 /Emily Lin  更多耐心、愛心 /Michael B  有

智慧向同事傳福音、公司發展有神的保守與祝福 /Emily Liu  為姑姑的健康禱

告，求主醫治 /Yuki  求神赐我耶稣的心肠和气量可以包容和爱 /Sam  父母早

日信主得救/Yuan Lin  遇到一個好牙醫，一切順利，得神喜悅/Claire 好的休

息，工作更有效率/Jerry  工作上能有智慧得安排時間並有效率得完成各項目 

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地點：瑾妮家）         : 0431-996-006 /週五晚 7：30 

感恩：歡迎新朋友 Jane 來參加小組/Erika 公司沒有那麼忙，有時間做飯/Jane 很

開心可以參加小組/Nicole 感恩主的同在；周日新春節目會議順利，得到很

多新的靈感/Jinni 父親對信仰的態度有所轉變；GP 診所的同事都很友善

/Angie 同事很支持她的工作/Shawna 回到澳洲睡眠充足/Raymond 服事越來

越喜樂/Nick 順利上完慕道班/Brian 感恩父親做了很多家務/Dillon 服事有

得著/Howard 感恩有朋友們的關心/JayJay 感恩順利回到國內與家人團聚

/Valerie 與姊妹一齊禱告並有得著 

代禱：Erika 希望小組一系列活動順利/Jane 工作更有智慧和力量/Nicole 求神保

守明年春節節目的預備和排練順利，符合神的心意/Jinni 父親能信主；新房

能找到合適的房客；新工作能儘快上手/Angie 工作有智慧/Shawna 求神給予

智慧和引導前面的方向/Raymond 為父母身體代禱/Nick 奶奶身體健康/Brian 

工作輕鬆一些/Dillon 妻子簽證順利獲批/Howard 考試一切順利，學習有智

慧；求主保守他回國發展生活一切順利/JayJay 在國內有神的帶領和同在，

和家人有很好的相處時間/Valerie 更能明白神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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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拿到 PR/J&A 快要回台灣度假啦/Julie 經歷神的感動/Mike 充滿

喜樂/Yvonne 滿有口福不挨餓，有 Jinni 在診所為同事/Yvonne 送 Leah 的现代

文版圣经很好读 

代禱：J&A 充份有效率運用時間/Julie 更多親近神/Mike 時間管理有智慧，西區

服事快點進入狀況，未來方向/Yvonne 的背包客們找到合適的工作，神能使

用我們診所為社區中的福音管道之一/小組員彼此的關係/Leah  坚持每晚读

一节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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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活水學青小組（地點：乃深夫婦家）         : 9858-5224 /週五晚 7：00 

感恩：Henry 感恩 Ian 給他一本 City Hunter 的書/Levina 簽證遞交順利/Ian 謝謝神

不離不棄的愛/Meg 有很好的休息，也發現雨天的美好/Annie 每天有固定靈

修禱告的時間/Chris 開始放假了/John 學期結束，並在考完試後有很好的休

息/Teresa 實習完畢，同事對她都很好、大學的 project 也完畢/Jay 考完試了 

代禱：Lina 睡眠品質能提升/Lina & Levina 感冒/Ian 有智慧、毅力做大學的研

究，不隨意讓其他事情打岔/Meg 對工作和身邊的人事物更有熱情/Annie 未

來方向/John 後面的路有神帶領，不管的是工作還是學業/Teresa 家人身體平

安健康、可以找到工作/Jay 好好利用放假時間 

北區房角石學青小組    （地點: 大衛家）         :0402-873-080 /週六下午 4：00 

感恩：Emily 感謝神滿滿的恩典/Cindy 感恩能參加朋友的婚禮並認識很多新朋友

/Rose 兩門考試結束/Siying 與爸爸在悉尼相處和生活很好/Sunny 考試通過

/Ronsie 感恩忙碌的星期過去/Eunice 感恩神對自己和家人的照顧/Jake 考試感

覺不錯/David 考試結束，人生准備進入新階段/Jason & Jack 感恩工作順利

/Rae 學期結束/Sarah 在實習中遇到基督徒同事希望能與其成為好朋友 

代禱：Emily 願上班有智慧，一切順利/Cindy 求神預備新家並保守有更多智慧去

工作和服事/Siying 希望合理安排時間/願神能保守 Rose，Jason，Rae，Jake

的考試成績/Sarah 希望搬家事宜順利/David 需要收拾心情並求神指引未來的

路/Sunny 願身體健康感冒咳嗽好/Ronsie  & Eunice 求神保守家人和自身的健

康/Jack 願工作順利身體健康行車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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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 Jay 考完試/Louise 開始適應新的工作/Josiane 交完所有的報告

/Kristina 開始放假/Edmund 一切很順利/Brenda 感謝主在拍婚紗照的時候有

很好的天氣/Claudia 感恩小組有很多新朋友的加入且與他們很愉快的相處

時間/Stanley 有更多時間認識/Dennis 買到 formal 的西裝/寬容 感恩可以去

看日出/Tiny Simon 第一次帶 welcome  

代禱：求神保守組員的 final 成績/Louise 有更多體力/Stanley & Kristina 回國

/Edmund & Brenda 婚禮的籌備/求神指引 Claudia 未來的路/Dennis 家人平安/

寬容 可以剛強壯膽且更多依靠神/Tiny Simon 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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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Jean 公司問題順利處理/Herman 好朋友結婚注册/Cecily 寫神的話有得著

/Mark 生活規律/Licca 好朋友在神恩典下註冊 

代禱：Jean 減肥成功/Lesley 家人平安來澳/Herman 求神在時間上給智慧/Cecily 

成績儘快 update/Fiona 考試有神的保守/Mark 出差一切平安順利/Licca 保守

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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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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a & Maggie 開始家庭祭壇/Allen 神帶領，終於快畢業了/Wendy 小天使

在左右，考試順利結束/小玉 和國內來的朋友見面/Alex 和朋友有 quality 

time 

代禱：Tina 求神祝福各樣手上的工都順利/Maggie 神引領前面的方向/Allen 最後

一門考試打好最終之戰/Wendy 朋友來澳有個美好的旅程/小玉 合理安排時

間/Alex 遠離疼痛、找到合適的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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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 Giving：Alice’s mother recovered from stomach ache/Jade and Jonathan was able 

to join youth group 

Prayer：Jocelyn’s brother to do well in English speech/Jocelyn and Xing lu’s maths exam 

and piano duet performance/Jade to adjust well to life in Australia/Alice to find a 

good high school after graduating from IEC/Stella to get into a good netball 

team/Ray and Quan-Hai to recover from sickness/Candy to have confidence to drive 

again after accident/Angie to have good time management and wisdom a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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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e，Becki，Darren and Shu Tian have finished their exams/Weber had 

his birthday and came 3rd in volley ball/Felicia had a good business week/Brian's 

ankle is getting better.  

Prayer：Ruth's works that she'll persevere even though the end of the year is almost 

here/For Felicia's work experience that she will learn a lot and have lots of 

energy/For Becki's road trip, that her and her friends will stay safe/Vanessa's birthday 

that she will be blessed and bless others through that/For the people who want to be 

baptized, that they can continue in knowing more about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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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孩子們上課認真/老師助教配搭服事默契 

代禱：海雲老師及博謙，斯恩有好的假期/求神醫身體不適的小朋友恢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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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孩子們認真上課和背經句 

代禱：求神幫助孩子們在生活中倚靠主剛強壯膽/求神帶領沒來主日學的孩子能

回到我們當中 

1503 宣教網絡復興禱告會 

2013 年 1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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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摩司書 4：13             ﹝8：10﹞ 

那創山、造風、將心意指示人、使晨光變為幽暗、腳踏在地之高處的，他的名

是耶和華萬軍之神。 

六、2"為新朋友禱告                          ﹝8：20﹞ 

西區：Cathy Chan、常大坪、Crystal 

七、33"本周禱告主題：Week 4：為牧者同工禱告 ﹝8：22﹞ 

 1. 為牧者禱告： 

  a. 出入平安：保守三對牧者夫婦出入蒙福、凡事有神的遮蓋及保護、倚靠主

剛強站立 

  b. 裝備領袖：求主幫助牧者有智慧地訓練、裝備領袖、成全更多的門徒、被

主使用 

  c. 支持牧者：同工全力支持教會事工、與牧者同心、盡心盡力完成神的託付 

 2. 為同工禱告： 

  a. 相顧之心：求主賜下憐憫的心、教導兄姊相愛關顧、彼此代禱、向著標杆

直跑 

  b. 常常喜樂：為軟弱的肢體禱告、堅心倚靠主作剛強的人、凡事靠主常喜樂 

  c. 活出命定：有更多的同工願意委身教會、火熱服事、活出主在每個人生命

中的命定 

 3. 為 12 月 7 日廖雅各牧師特會禱告： 

  a. 神的同在：求主保守廖牧師的澳洲之行平安順利、用神蹟奇事隨著、證實

所傳的道 

  b. 事奉恩膏：求主恩膏廖牧師手中的事奉、敏銳聖靈的引導、挑旺兄姊對主

的渴慕 

  c. 渴慕聖靈：求主挪去心中的攔阻、預備兄姊的心、積極並渴慕參加廖牧師

的特會 

  d. 醫治釋放：兄姊願意敞開心、被神的真光照耀、脫離一切捆綁、經歷醫治

和釋放 

八、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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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