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證道大綱 
Sermon Topic 全家福 

A Blessed Family 
北區講員：劉怡芳姐妹 
經文：瑪拉基書 4:5-6，箴言 24:3-4 

 

 

一、 經營家庭關係的不易 
The difficulties in managing family relationships 

 
二、 人類真實的光景 The reality 

 
三、 如何擁有全家福 How to get a blessed family relationship 

1. 悔改 repentance 
2. 智慧 wisdom 
3. 聰明 understanding 
4. 知識 knowledge 

 
小組討論： 

1. 你曾做過什麼讓你家人感動的事情？ 
2. 你的家人曾做過什麼讓你最感動的事情？ 
3. 你曾靠著神 經歷家庭關係的突破嗎？ 

 
—————————————————————————————————— 
 

主日證道大綱 
Sermon Topic 與父同行  

Partners with the Father 
中/西區講員：Shannelle 姐妹 
經文：約翰福音 1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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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感恩代禱 Cell Group News 
北區以西結職青小組（地點：Chatswood）                                                        週四晚 7:00 
感恩：Simon & Christine E2 門徒營收穫頗豐，週末充實/Jacky 回到悉尼/Nick E2 門徒營洗

滌心靈/Ceci 身體健康/Helen 工作充實 /Vivian 身體健康家人平安/Ronsie 生活充實。 
代禱：Simon & Christine 求主憐憫世人，解救武漢疫情/Jacky 求主憐憫世人，解救武漢疫情

/Nick & Ronsie & Ceci 請全能的神繼續顯大能/Helen 簽證順利，家人健康/Vivian 家
人健康。 

北區亞伯拉罕職青小組（地點：Epping）                                                           週五晚 7:30 
感恩：Emily 家裡還好/Abe & Teresa Teresa 生病得醫治，神的話帶給我們生活力量/Eric & 

Linda 門徒營收穫滿滿，講道有得著，生活平安，工作上問題靠主奇妙解決，因停電有
很好的休息/Sarah 車庫水浸但沒有太大影響，常有天使關心幫忙。 

代禱：Emily 家裡和平、工作有智慧/Abe & Teresa 疫情能盡快好轉，寶寶最近作息不穩定，
Teresa 身心靈體力，工作靠主有智慧/Eric & Linda 工作求主帶領，面對試探有智慧應
對，疫情能盡快穩定，更多人因此得救，Bibo 平安回來，Kelvin 考試有好結果/Sarah 
前方道路，對神有信心。 

中區信望愛家庭小組（地點：Hurstville）                                                       週五下午 7:30 
感恩：Peony 風暴停電中一家有主的平安/Sandra Sydeny 平安回來，中國家人都很平安。 
代禱：Peony 求神掌管疫情得控制，奶奶高血壓得神醫治，家人有好的情緒/Sandra 求神為我

和 Sydney 前面工作方向開路。 
中區比撒列學職青小組（地點：Strathfield）                                                     週五晚 7:30 
感恩：Liyan 工作順利/Yuki 身體健康/Rose 神保守國內的家人在疫情期間有喜樂和信心

/Michael & Tina 身體健康，可以與家人在一起相聚/Shari 在 C3 課上有得著。 
代禱：Liyan 簽證升請順利，語言（英語）提升，全球疫情得控制/Yuki 時間的安排，全球疫情

能夠得到控制/Rose 家人信主，做神的好管家/Michael & Tina 疫苗趕快研發出來，疾
病得醫治，保守在國內的家人平安/Shari 更多與神親近，有好的時間安排，疫情的控制。 

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地點：Lindfield）                                                             週三早 10:00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Lane Cove）                                                     週五晚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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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 （地點：Eastwood）                                                         週六晚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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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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