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證道大網 

Sermon Topic 得 父 的 尊 重 
Receiving the Honour  
of the Father 
講員：張咏紅姐妹 

經文：約翰福音 12:20-26 
 

一、 主耶穌得榮耀的時候（20-23 節） 

1.  背景（20-22 節） 

2.  什麼是主耶穌的榮耀（23 節）？  

 

二、 得榮耀的生命（24 節）：十字架舍己的生命 

 

三、 得榮耀的道路（25 節）：十字架舍己的道路 

1.  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捨己的道路 

2.  走十字架的道路：需要靠著神的幫助和聖靈的能力 

四、 得榮耀的途徑（26 節）：願意跟隨主，服事主！ 

1.  有主耶穌榮耀的同在：願意跟隨主，服事主！ 

2.  天父必尊重他：從神而來的榮耀 

五、 見證 

 

小組討論： 

1. 你今天為什麼要來跟隨耶穌？ 

2. 你是一粒什麼樣的麥子？禁錮你的新生命，使你不能成長的“外殼”是什麼呢？ 

3. 你願意跟隨主，服事主，走十字架的道路嗎？為什麼我們經常不能走十字架 

的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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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Sunday Service Program 

一、 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二、 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三、 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四、 以見證主恩來敬拜 

 

五、 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六、 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七、 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八、 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北雪梨靈糧堂 : Chatswood High School Hall, 24 Centennial Ave, Chatswood 

會前禱告會 

週日 10:00-10:30  

主日崇拜 

週日 10:30-12:15 

兒童主日學 

週日 10:30-12:15 

恩典靈糧堂 : West Ryde Community Hall，3 Anthony Rd, West Ryde 

會前禱告會 

週日 14:00-14:30 

主日崇拜 

週日 14:30-16:15 

兒童主日學 

週日 14:30-16:15 

週間；1503 宣教大樓, 217 Parramatta Rd, North Strathfield 

生命培訓學院 

週六 9:00 

各小組聚會 

請參內頁小組 

感恩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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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through 1503 Mission Network.  



2018 年教會目標 : 重新得力  穩定拓殖 『1503』 

教會消息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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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感謝主，「永恆的星光」聖誕節特別節目已於上週圓滿舉行，謝謝兄姐們辛勞的擺

上，北雪梨堂有 3 人決志，恩典堂有 3 人決志，榮耀歸主名。聖誕節活動照請掃二

維碼。週二是元旦，祝福兄姐們假期愉快，新年蒙福！ 

3. 感謝主，1503 宣教大樓「神與我們同在」開工禮拜已於上週三順利舉行，謝謝兄姐們的參

與和祝福，大樓底層的工程已於上週四正式開工。請為教會與廠商彼此的合作禱告，求神賜

下愛和智慧使彼此有美好配搭。願神的恩典和榮耀大大的彰顯在建殿過程中。待工

程進入安裝期，需要家人同心協力的參與準備工作，屆時將送出消息，請家人預備

心，一起為宣教大樓獻上我們的一份。新堂最新消息請掃二位碼。 

4. 感謝各位兄姐積極認獻，目前建堂累積$129,650.30，認獻目標為$574,203。認

獻已接近截止日期 12 月 31 日, 鼓勵兄姐把握最後幾天，積極參與支持建殿和植

堂，恆切為植堂禱告，求神保守所有的工程都能安全及時完成，認獻說明及項目請參

https://goo.gl/7kHiY4  或掃二維碼。 

5. 你覺得聖經生澀難懂嗎？想要更多瞭解卻不知從何下手嗎？本堂「豐盛的恩光」認識聖經課

程將於 1 月 13 日開課，一連 7 週於主日後上課，報名費$30。課程內容輕鬆活潑、

深入淺出，採自學+課堂討論形式授課，機會難得，報名請洽北區梁天祐弟兄、西

區金莉姐妹。課程介紹請掃二維碼。 

6. 本堂 2019 年第一季家事表於今日發放，請弟兄姐妹查看以下網址： 

北區 https://goo.gl/WXDpYQ；西區 https://goo.gl/MjST9V；中區 https:// 

goo.gl/apM2mG；若需紙質家事表請在行政桌領取。 

7. 教會儲藏室年度清理，請各事工組於今天整理好儲藏室的存放物品，將過期、發霉或不需要

的物品清除，並看情況決定是否要購置儲物箱，保持儲藏室整齊。 

8. 肢體代禱： 

恩典家庭小組蘇碧爽姐妹於 12 月 28 日至 1 月 23 日回台灣，期間小組代理人為周米娜姐

妹，西區財務代理人為梁靜文姐妹。和散那學職青小組段成琳姐妹，於 12 月 26 日至 1 月

8 日出遊，期間文書組代理人為陳朗詩姐妹。求主保守他們出入平安。 

上週統計摘要 Statistics 

 
主日 

崇拜 
兒童 禱告會 

小組 12 月 23 日 主日奉獻金額 

組數 人數 主日 建堂 感恩 

北雪梨 150 25 39 8 40 $6841.65 

$26070.00 - 

恩典 68 16 25 10 24 $452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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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B: 062140       

北區帳號 A/C No. : 10446544     西區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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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B: 032090     帳號 A/C No. : 727911 

上週小組聚會人數 Cell Group Attendance 

多加永青 

家庭 

耶利米 

職青 

以馬內利 

家庭 

但以理 

職青 

路加 

職青 

以西結 

職青 

以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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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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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諾 

家庭 

生命樹 

家庭 

信望愛 

家庭 

豐盛 

家庭 

恩典 

家庭 

伯大尼 

家庭 

喜樂 

家庭 

比撒列 

學職青 

和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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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 5 6 

 

本週讀經計劃 Bible Study 

日期 篇章 

12 月 30 日(日) 哥林多後書   11 

12 月 31 日(一) 哥林多後書   12 

1 月  1 日(二) 以弗所書 1: 1-6 

1 月  2 日(三) 以弗所書 1: 7-14 

1 月  3 日(四) 以弗所書 1: 15-23 

1 月  4 日(五) 以弗所書 2: 1-10 

1 月  5 日(六) 以弗所書 2: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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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2:24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

粒來。 

各分堂服事表
QR Code 

 



小組感恩代禱 Cell Group News 

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地點：Gordon）                                                              週五晚 7:30 

感恩：Peter 聖誕與新年假期開始了/Emily 有好的休息/Sara 有時間休息 跟朋友相聚/Fibi 

&Jordan 感謝主這一年的看顧和愛戴/Dillon&Litty 聖誕節有好的團契、休息和運動。 

代禱： Peter 身體康健，宣教大樓的工程有神的保守與看顧/Emily 家人朋友救恩和身體健康

/Sara 代禱時間情緒管理/Fibi&Jordan Jordan 媽媽早日歸於主的名下/Dillon & Litty 

宣教大樓施工順利；新年目標達成。 

北區路加職青小組 (地點：Chatswood)                                                           週六下午 4:00 

感恩：Ingrid 和親戚朋友共渡了好時光，帶兩位老人去教會/Linda 爺爺身體健康，臉部逐漸恢

復/Philip 短旅途平安/Brenda 裝修可以順利進行，神蹟又再一次發生。 

代禱： Ingrid 旅遊中能夠傳福音，旅遊平安喜樂/Linda 神看護明年道路，回應禱告/Philip 有

好的休息/Brenda 有好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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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swood）                                                     週五晚 7:30 

北區耶利米職青小組（地點：Chatswood）                                                        週四晚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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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兒童主日學 （地點：Chatswood 北區教會）                                              週日早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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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以諾家庭小組（地點：Zetland）                                                                  週五晚 7:30 

中區生命樹家庭小組（地點：North Strathfield）                                           週六下午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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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 少年小組（地點：North Strathfield）                                                        週六下午 6:00 

西區喜樂家庭小組 （地點：Gladesville）                                                         週五早 10:00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 （地點：West Ryde 西區教會）                                             週六晚 7:30 

西區豐盛家庭小組（地點：Eastwood 中心）                                                       週五晚 7:30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 （地點：Eastwood）                                                          週五晚 7:30 

西區和散那學職青小組 （地點：E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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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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