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能把更多賜給你 
 

 
 

 
    經文：歷代志下 25：1-9，14-15              講員: 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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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主日崇拜 程序 

一、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學青小組 

二、以同領聖餐來敬拜                蘇輝 牧師 

三、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王文碩 弟兄 

四、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五、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蘇輝 牧師 

    講題：神能把更多賜給你 

    經文：歷代志下 25：1-9，14-15 

六、以回應詩歌來敬拜                   

七、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蘇輝 牧師 

八、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聚會時間表   

週 

日 

禱告會 

10:00-10:30 

大禮堂 

主日崇拜 

10:30-12:15 

大禮堂 

裝備課 

12:30-13:30 

教室/禮堂 

兒童主日學 

10:3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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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瑾妮家 

Chatswood 

西區 

林正宜家 

Eastwood 

中區 

劉進家 

Homebush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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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亞瑪謝作王 v.1-4 

 

 

 

 

 

 

二、神人來見亞瑪謝王 v.7-8 

 

 

 

 

 

 

三、上帝能把更多的賜給你 v.9 

  

 

  

 

 

 

小組討論： 

1. 請問你會如何糾正錯誤的看法, 使你最後能從神那裡得到更多? 

2. 如何成為一個專心, 又能作對的事的人? 

3. 你若要全心向主委身, 你需要在習慣上或關係上做哪些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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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教會目標    剛強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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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本堂『再活一次』復活節特別活動已於上週順利舉行，當日北

區有 6 位西區有 5 位新朋友決志信主，願神繼續祝福帶領他們，活動照

片請查看 http://goo.gl/hzgoch. 

3. 本堂今年『心意更新』家庭營將於 4 月 17-19 日在 The Tops Conference 

Centre 舉行。感謝主！共有 195 位兄姊參加家庭營，受洗典禮將於週六

舉行，下週主日將在營會舉行，此處不設有聚會。此次家庭營收支尚未

達到平衡，歡迎兄姐憑感動奉獻，請於奉獻袋上註明“家庭營”， 赴會

通知請參週報夾頁。 

4. 本堂『深愛』母親節特別節目將於 5 月 10 日舉行，上午在本堂，下午在

恩典靈糧堂，特別預備了精彩節目及美味茶點，歡迎邀請新朋友參加，

活動單張請參週報夾頁。 

5. 本週週間禱告會暫停，改為參加家庭營。 

6. 本堂『七個釋放禱告』30 天連鎖禁食禱告正在火熱進行中，詳情請洽小

組長。請大家積極參與，經歷神的同在，並盼望個人生命得著更新，家

庭得著復興，教會得著提升！ 

7. 全教會聖經禱讀《提摩太前後書》將於 4 月 26 日開始，禱讀本$5/本，

請於今日向小組長購買。 

8. 靈糧生命培訓學院雪梨分院生培主日將於 4 月 26 日舉行，主日所有流程

將由生培學員擔任，願神加添學員智慧來預備，透過他們更多認識生命

培訓學院。 

9. 感謝主！本堂 4 月聯合同工會已於昨日順利舉行，請繼續為同工團隊代

禱。 

10. 『我的敬拜，我的歌』全球靈糧堂華人敬拜讚美創作投稿徵選活動由台

北靈糧堂和國度豐收協會主辦，本堂日前透過各小組投票的方式已選出

最受歡迎的三首原創詩歌代表本堂參賽；曲目及作者為：《幸福國度》&

《跟隨》嚴爾實；《住在愛裡面》譚韌。 

1. 藝術美體學院 104 年度招生現已開始，詳情及報名方式請參公佈欄。 

2. 『以色列住棚節得勝更新走禱團』由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主

辦，日期為 9 月 26 日至 10 月 7 日，現已開始報名，詳情請參公佈欄。 
3. 『中華三教一天遊』2015 粵語神學講座由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主辦，將

於 5 月 9 日下午兩點開始，詳情請參公佈欄。  

 

會前禱告 主領 
音控/ 

助手 

投影/ 

助手 

招待/ 

場地 
兒童 茶點 點奉獻 關懷 

本週 曉慧 
學青 

小組 

詠翔 

李傑 

學青 

小組 

芥菜種 

學青 
昌敏 

曉嵐 

添福 立彥 

筱娟 

黛莉 

道平 

雪薇 布哲 

下週 2015『心意更新』家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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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雪梨 201 10 
113 

33 11 
禱告會 

$2134.65 $150 

恩典 141 27 50 9 $3746.50 -- 

主日所收奉獻金額不含網絡轉賬。含什一奉獻 33 筆；特別奉獻 -- ; 建堂奉獻 2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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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2 日 (日) 歷代志下  21：1-22：9 

4 月 13 日 (一) 歷代志下  22：10 ~24：27 

4 月 14 日 (二) 歷代志下  25：1-28 

4 月 15 日 (三) 歷代志下  26：1-23 

4 月 16 日 (四) 歷代志下  27：1-28：27 

4 月 17 日 (五) 歷代志下  29：1 ~ 30：27 

4 月 18 日 (六) 歷代志下  31：1 ~ 21 
                        

多加 

永青 

八福 

永青 

以馬 

內利 

家庭 

巴拿巴 

職青 
耶利米 

職青 

但以理

職青 

以賽亞 

背包客 

房角石 

學青 

芥菜種 

學青 

雅各 

學青 

約瑟 

少年 

25 受難日禱告會 

本本週週背背誦誦經經文文     歷歷代代志志下下 2255::99     

亞瑪謝問神人說：「我給了以色列軍的那一百他連得銀子怎麼樣呢？」
神人回答說：「耶和華能把更多的賜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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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欢迎龚姐妹来到我们小组/感谢彭牧师详细讲解圣诞节、受难节、复活

节这三个重要节日的意义及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感恩领受圣餐/小组

聚会有神的同在，大家喜乐满怀。 

代祷：坚毅姐回国有神的保守，出入平安，病得医治/丁妈妈及丁丁回国旅途

平安，丁丁的父亲病得医治/在外的弟兄姐妹出入平安，有神的保守/求

神医治软弱的肢体，让小组年长的兄姐病痛得医治/朱牧师平安来到悉

尼，带着神的恩膏，更新我们的教会，更新众弟兄姐妹生命。 

北區八福永青小組（地點：丁健夫婦家）   : 0420-388-066/週四早 10：25 

感恩: 秋芬 保守丈夫回国去南昌旅游一切都顺利/海萍 天父看顾好我们一

家旅游平安顺利归来；孙辈们坐了最惊险的过山车神给他们刚强壮胆

得到很大的鍛练/王濤 组长与各位弟兄姊妹的关心、感受到在主里的温

暖/丹雨  天父保守父亲杨明实施盘骨断裂手术成功/丁媽 带领萧晓姐

妹来到我们小组一起学习神的话语/秀貞 妹夫幫我從台灣帶來書籍, 

屬靈同伴天天為我禱告。 

代禱: 常碧 看顾教会的每一位兄弟姐妹及家庭喜乐平安/王濤 保守 Jessica 

尽快恢复体力，有一个充满活力的身体/丹雨 保守父亲杨明手术后能尽

快得以完全康复，没有后遗症/丁媽 坚定萧晓姐妹的渴求主的信心，看

顾坚毅姐妹的身体早日解除病痛/秀貞 Sandy 的關節與手臂疼痛得醫治; 

王濤的咳嗽得醫治; 坚毅姐手術順利並有人照顧, 回國一切平安。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慶財家）    : 0403-021-366/週五晚 7：30 

感恩：淑瑩，感恩长辈亲朋、弟兄姊妹，母亲的后事已顺利处理/親親有機會

參與母親節演出，與年輕人同工，更加認識他們/秀麗受難節禱告會更

深體會基督捨命之愛，我願更愛主，宣揚主愛/林眉受难周安静心默想

主舍己大爱领受智慧和信心，复活节享受肢体的爱/道平和儿子一起参

加家庭营/慶財受難日禱告會有特別的得著。 

代祷：淑瑩愿母亲在天之灵安息/求主挪去淑莹心中的阴影和惧怕/紅琅，求

天父上帝与淑莹同在，亲自陪伴安抚淑莹和她的家人，赐予他们平静安

然的心/親親求上帝的愛厚厚的澆灌在淑瑩與她的家人身上,以平安喜樂

代替懼怕與悲傷/多多靠主可以服事有力量/ 秀麗為家庭營一切籌備代

禱，求神挪去一切的攔阻，所有報名的人都能参加，並豐富領受/林眉

家人和亲友早日接受主耶稣毫无保留的大爱全心回应事奉主耶稣/道平

在家庭营里都被主心意更新,活出主在每人生命中的命定/慶財身心靈被

神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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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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y 母女，Stephanie 母女平安回到悉尼/Joanne 回来很适应/以诺小组

本周团聚/Adele 邀请的两对新朋友在复活节主日大有得着，太太决志

/Fang 小家买到合适的家具和家电。  

代祷：弟兄姐妹们出入平安，灵魂兴盛，身体健康，透过禁食祷告经理神的

大能/大家预备心参加家庭营/Fang小家搬家一切顺利，招到合适的员工。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地點：金梅家）     : 0403-947-555/週五晚 7：30 

感恩: 郑洁,小康 感恩复活节主日大家同心合一的同工，非常成功的結束

/Amanda 敬拜團同心順利完成服事並主保守平安回到雪梨/燕华 為新

聞報導 11 岁男孩走丢了，五天后奇蹟的寻到且平安無事/智帮 感恩有

機會參與复活节演出且顺利完成/金梅 李牧師身體得醫治，可以上台見

證主的醫治大能。 

代禱：郑洁為女兒 Milly 的旅途中有主的保守/燕华 願我们身為主的孩子们也

有一样的信心和能力依靠神/小康 返台一切順利，孩子平安/Amanda 求

主帶領全家身體健康榮耀神/Jenny 求主保守李牧師，恩惠牧師，Tracy 

身體完全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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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芳 復活節佈導會完滿/Simon 接到新訂單/Sophia 有機會做沙爹醬來

吃，自得其樂/Beryl 主的恩典夠用/Peony 好友假期從港來澳探訪/Kenny 

Asher 得神醫治，嘔吐大作後沒事/Wendy 自己及孩子們開始放假，很喜

樂。 

 代禱﹕Simon 家人感冒得醫治，主賜平安與健康/Beryl 寶寶感冒咳嗽求主醫

治，加添我們體力照顧他/雅芳 凡事行在主的旨意中，不偏不離/Sophia 

宣告萬事互相效力，神必堅固母親和弟弟的信心，保守他們出入平安

/Kenny 願神賜精神智慧體力/Peony 求主醫治奶奶及兒子感冒康復

/Wendy 在這個假期中能夠過的充實、平安。 

西區喜樂家庭小組（地點：董齊夫婦家）   : 0403-947-555/週四早 10：30 

感恩：周炜 感谢妈妈的辛劳帮助/静文 父母买到合适的房子/喜乐姐妹们很

认真喜乐的作场地服事，也感恩伯大尼弟兄们协助搬运重物。                                 

代祷：周炜 妈妈可以好好休息，身体健康心情好/静文 父亲身体健康，有足

够的睡眠和体力照顾爷爷/求主保守萍珍父亲的身体健康，祝福家庭营

弟兄姐妹们有大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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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地點：瑾妮家）     : 0401-890-474 /週五晚 7：30 

感恩：Dillon 假期有好的休息/Litty 復活節與弟兄姐妹有愉快的相聚/Brenda 侄

女健康活潑/Jinni 度過愉快的復活節假期。 

代禱: Dillon 考試復習順利有從神而來的智慧和專注/Litty 時間安排有智慧做

事有效率/小組弟兄姐妹預備好心參加家庭營/Brenda 靈命成長,家庭和

睦,工作順利,小組成長/Jinni 找到合適的租客，父親平安回來雪梨，服事

有智慧/Clara 回國一切順利。 

中區比撒列職青小組（地點：玉娥家）     : 0477-182-727 /週五晚 7：30 

感恩：Herman&Licca 小組有兩位神的兒女即將受洗歸入主的名下，車已賣

出，家人相助借車/Maggie 妹妹回來一切順利/Nicole 邀請朋友參加佈道

會，小家全部參加營會，敬拜時喉嚨被神完全醫治/Raymond 復活節佈

道會順利，兩堂共 12 人決志信主/春蕊 新同學參加復活節佈道會偶遇

老房東/Shanshan 生活平順/Alex 好友一家來參加復活節佈道會&升職

加薪/Michael 有一天額外的假期/小玉 復活節活動順利/Agnes 旅途愉

快。 

代禱：Herman&Licca Herman 感冒發燒得完全的醫治/Maggie 神再次感動妹妹

&親自帶領她處理房子後續的問題/Nicole 傳福音、教琴有智慧/Raymond 

咳嗽感冒得醫治/春蕊 下週學校考試順利通過/Shanshan 睡眠質量提高

&生病的弟兄姊妹得醫治/Alex 未來的路/Michael 牧養有智慧/小玉 工

作方向求神帶領/Agnes 更多倚靠神，時刻警醒。 

北區芥菜種學青小組    （地點: 明鋒夫婦家）    :0422-066-877 /週五晚 7：00 

感恩：Cindy 小組母親節戲劇進度不錯/Chris 打工順利/Jacky Life its beautiful/ 

David 復活節那天 很多人接受耶穌/Louise 生活充實/ Grace 週日講道

很感動，榮恩 父母來/Rose 課程有趣。 

代禱 ：Cindy 時間管理和更多的智慧/Chris Jacky 學業方向/David 爸爸的救

恩和希望在診所能夠有智慧/Louise Grace 假期合理安排時間/榮恩 時間

規劃/Rose 感冒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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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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i 和姊妹一起禱告/Val 新小組正式成立/Angie 小組活動攀岩玩得很

開心/Emily 休假可以走走/Deborah 工作充實/Ella 面談後有新的領悟

/Yvonne 有好的新室友，幫忙除黃蜂窩被叮/Siying 饮食營養/Nick Easter

週末充實/Jay 週末充實愉快/Eddie 度過了一個充實愉快的週末。 

代禱：Ceci 前方道路越來越清晰/Valerie 新家趕快找到租客/Angie 不再生病

/Emily 好好規劃生活/Deborah 前方道路/Ella 實習順利/Yvonne 時間管理

/Siying 生活時間管理/Nick 新家趕快找到租客/Jay 心意更新，天天喜樂

/Eddie 能在有限的時間裡完成更多事情。 

西區以利沙學青小組（地點：星語家）     : 0435-220-313 /週五晚 7：30 

感恩：Ian 假期旅遊，看到神所創造大自然的神奇/Tina 腸胃鏡檢查順利

/Jessica ABK 主动和她练习 Presentation，并指正错误/Owen aunty 找到了

一份很好的工作，家人一切都平安/ Kenneth 假期旅游愉快。 

代禱：Owen 家人平安，自己美國 master 能顺利入学/Jessica 按时完成计划，

接受 Jessica 做她的家教/Tina 神帶領家中的一切事/Ian Camp 籌備順利/ 

Kenneth 申请交换生顺利。 

北區房角石學青小組（地點:明鋒夫婦家）    :0402-873-080 /週六下午 4:00 

 

中區雅各學青小組（地點: 曉慧辦公室家）   : 0420-983-634 /週五晚 7：30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地點：世強夫婦家）   : 0411-652-060/週六晚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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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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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約瑟少年小組（地點：教會）        : 0423-123-313 /週日午 12：30 

 

北區巴拿巴職青小組（地點：曉晨家）     : 0433-721-868 /週五晚 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