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證道大綱 
Sermon Topic 神要的敬拜  

The worshipers who God is seeking  
講員：李守博牧師 
經文：約翰福音 4:19-26 

 

 

一、 何謂敬拜 What is worship 

1. 舊約的敬拜 Worship in the Old Testament 

2. 新約的敬拜 Worship in the New Testament 

 

二、 為何要敬拜 Why worship 

1. 敬拜 worship 

2. 敬拜的三個層面 Three parts of worship 

A. 個人的敬拜 personal worship 

B. 家庭的敬拜 family worship 

C. 集體的敬拜 group worship 

 

三、 神要的敬拜：真實的敬拜者 The true worshiper 

1. 敬拜的對象 who we worship 

2. 用心靈的敬拜 worship in the Spirit 

3. 用誠實的敬拜 worship in truth 

 

 

 

小組討論： 

1. 請分享我的 2020 年目標或計劃？ 

2. 我還有哪些不足之處需要被改變？ 

3. 我如何與神同工以得到全面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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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恩典家庭小組 （地點：West Ryde 西區教會）                                             週六晚 7:30 

感恩：Jane 感謝主，目前家人們一切安好。 

代禱：Jane 為武漢為湖北為中國禱告，望主看顧肺炎疫情能穩定下來，祖國能渡過這個難關，

大家都平安健康/碧爽 中國各地的疫情越來越嚴重，死亡人數逐日增多，百姓們人心惶

恐不安，耶穌是我們唯一的拯救，讓我們一起禱告來搖動上帝的手，在世上雖有苦難，

但在耶穌裡有平安。 

中區信望愛家庭小組（地點：Hurstville）                                                       週五下午 7:30 

感恩：Sandra 今早神及時保守我免於一個連環撞車事件。 

代禱：Sandra 求神看顧 Sydeny 在台灣餘下行程有平安健康，也保守我和孩子平安。 

中區比撒列學職青小組（地點：Strathfield）                                                     週五晚 7:30 

感恩：Maggie 弟弟的婚禮一切順利，E2 營會順利/Liyan 工作順利/Michael & Tina 哥哥婚禮

順利，馨馨當花童順利，妹妹睡過夜，Michael 神學院放假，有小組員的關心/Shari 有

好的睡眠/Rose 聽到好聽的敬拜詩歌。 

代禱：Maggie 家人平安健康，全球疫情得控制/Liyan 簽證升請順利，語言（英語）提升，全

球疫情得控制/Michael & Tina 疫情得控制，保守醫護人員，醫治染病患者，E2 營會順

利，每一位參加者都有豐富得著，時間管理/Shari 新計劃有神的帶領，疫情得控制

/Rose 全球疫情得到控制，家人身體健康，信主得救。 

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地點：Lindfield）                                                             週三早 10:00 
北區耶利米學職青小組（地點：Chatswood 北區教會）                                  週日下午 2:15 
北區路加職青小組 (地點：Chatswood)                                                          週六下午 4:00 
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地點：City）                                                                     週五晚 7:30 
北區迦勒學職青職青小組（地點：Gordon）                                                         週五晚 7:00 
北區兒童主日學（地點：Chatswood 北區教會）                                              週日早 10:30 
西區波阿斯家庭小組 （地點：Kellyville）                                                          週五晚 7:30 
西區喜樂家庭小組 （地點：Gladesville）                                                         週五早 10:00 
西區豐盛家庭小組（地點：Eastwood）                                                              週五晚 7:30 
西區和散那學職青小組 （地點：Eastwood）                                                        週五晚 7:30 
西區兒童主日學 （地點：West Ryde 西區教會）                                            週日下午 2:30 
中區生命樹家庭小組（地點：North Strathfield 中區教會）                              週六下午 6:00 
中區兒童主日學 （地點：North Strathfield 中區教會）                                   週日早 10:30 
1503 少年小組（地點：North Strathfield）                                                    週六下午 6:00 

小組感恩代禱 Cell Group News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Lane Cove）                                                       週五晚 7:30 

感恩：Carmen 願神的恩典，使人悔改歸向祢，感謝神的喜樂和平安常常伴隨我們一家/親親 

每天都經歷上帝的恩典與保守。 

代禱：Carmen 求主止住肺炎的蔓延，使病理學家能夠找出醫治方法，差派僕人在中國傳福音，

使人靈魂得救從死裏入生，肺炎病人脫離困苦死亡，賜各國領袖有智慧處理疫情，降雨

在澳洲使人能安居，保守丈夫回國平安，Martin 順利轉飛行學校，求神帶教會向前走/

親親 世人悔改，上帝的憐憫臨到，武漢病毒迅速消滅。 

北區以西結職青小組（地點：Chatswood）                                                        週四晚 7:00 

感恩：Simon & Christine 週末愉快，體檢順利，天降雨水/Nick 上帝早已預備/Ceci 身體健康

/Eddie & Jasmine 寶寶滿月/Ronsie 生活充實。 

代禱：Simon & Christine 疫情得控制，求主繼續帶領前路/Nick 恩主救罪人/Ceci 神的救恩臨

到，恩待罪人/Eddie & Jasmine 寶寶健康成長，父母平安回國/Ronsie 疫情得控制，家

人朋友健康和救恩。 

北區亞伯拉罕職青小組（地點：Epping）                                                           週五晚 7:30 

感恩：Emily 回去上班/Abe & Teresa 神的話帶給我們生活力量/Sarah 身體常有天使鼓勵/Eric 

& Linda 回台灣一切平安順利，跟家人開心團聚，工作上蒙主保守，姐妹愛心機場接送。 

代禱：Emily 家裡平安/Abe & Teresa 疫情能盡快好轉，寶寶的身心健康發展，Teresa 有點生

病求主醫治，工作靠主有智慧得力/Sarah 武漢肺炎疫情受控，神保護前線醫護人員，前

方道路/Eric & Linda 家人朋友健康平安，Bibo 家庭和樂平安回雪梨，工作求主賜能力，

更多親近神聆聽神。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 （地點：Eastwood）                                                         週六晚 7:00 

感恩：Laura 家人孩子健康平安/宋燕 搬遷順利/Lang 孩子們上學了，時間回復有規律/金梅 家

人都健康平安。 

代禱：Laura 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並儘快結束/宋燕 能順利完成接下來的整理工作/Lang 求主

讓我們在非常時期，更加懂得來尋求神/金梅 疫情得到控制，更多的人轉向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