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3 宣教網絡

失去起初愛心的教會
經文：啟 2：1-7

徒 20：17-38

北雪梨靈糧堂

講員:黃彼得牧師

引言：以弗所教會是保羅第三次佈道行程由哥林多來到這城（以弗所），
在會堂講道三個月后而建立的（徒 19：1-18）。后又在米利都請以弗所教
會的長老來講論神國的道，并說他三年在他們中間流淚勸勉各人（徒 20：
17-38）
。到使徒約翰寫啟示錄時相差約三十多年，所以“起初愛主的心”
失去了。
一、主耶穌自我介紹
他是右手拿著七星，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說明主即是管理全
教會，又察看全教會實際情況的。啟 2：1
二、主耶穌清楚知道教會的好處
好行為、勞碌、忍耐、不能容忍惡人、試驗假使徒、為主的名勞苦
不乏倦。啟 2：2-3
三、主耶穌唯一責備的是：起初愛心失去了。這是天命墜落的現象。
啟 2：4
四、主耶穌對教會的勸勉：回想從哪里墜落，從哪里起來。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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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程序
一、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若驊 世民 鄧潔 梁凱
二、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三、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張親親姐妹
四、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黃彼得牧師
講題：失去起初愛心的教會
經文：啟示錄 2：1-7、使徒行傳 20：17-38
五、以回應詩歌來敬拜
六、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七、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五、若不悔改，要把燈臺從原處挪去。啟 2：5
六、主稱贊他們恨惡尼哥拉一黨的行為是可取的。啟 2：6
七、主對得勝者的應許。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們吃。
啟 2：7
小組討論：
1. 我們初信主時對主的愛心是否仍然保持？
2. 我們在教會忙碌各種事工是否為了名譽？
3. 我們反省自己靈命情況多久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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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時間表
週
日
週
間

禱告會
10:00-10:30
大禮堂

主日崇拜
10:30-12:00
大禮堂

神蹟之夜（週三 19:30）
Chatswood Dougherty Community Centre

裝備課
12:15-13:45
教室/禮堂

兒童主日學
10:30-12:15
教室

各小組聚會 生命培訓學院
請參內頁小組
週六 9:00
教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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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lfil The Great Commission through1503 Mission Network.

2016 年教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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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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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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參加 C1 福音班。
2. 歡迎黃彼得牧師蒞臨本堂證道，下午在恩典堂證道，神必記念他手中

所做的聖工。
3. 本堂將於下週主日(8 月 21 日)邀請雪梨華人宣道會希伯崙堂高永壽牧

師證道，下午在恩典堂，歡迎邀請新朋友前來參加。
4. 本週三（17 日）晚上 7:30 是本堂第一次舉行的神蹟之夜。主題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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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樣（Transform)』，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經歷全人的恢復更新，一
同見證上帝的奇妙醫治大能！地址在：Chatswood Dougherty Community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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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堂的五重同工之夜將於下週三（8 月 24 日）晚上 7:30 舉行。愿神記
日

念同工的辛勞擺上。

期

篇

章

8 月 14 日 (日)

約翰福音

8 月 15 日 (一)

約翰福音 10

小組拍攝的父親節特別節目微電影將隆重上影。歡迎邀請新朋友參

8 月 16 日 (二)

約翰福音 11

加！

8 月 17 日 (三)

約翰福音 12

8 月 18 日 (四)

約翰福音 13

7. 本堂 JJ 少年小組聯合聚會將於 8 月 20 日
（本週六）晚 6:30- 8:30 在 Epping

8 月 19 日 (五)

約翰福音 14

Community Centre Lower Hall 举办「守身立约禮」
，歡迎家長及朋友們參

8 月 20 日 (六)

約翰福音 15

6. 本堂父親節佈道會『父能量』將於 9 月 4 日舉行，由本堂職青、學青

加。
8. 本堂培育系統 C2 成長班 8-7 課程將於今天主日後 12：15 在大堂上課。

本週背誦經文

生活守則

9

約翰福音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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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
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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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恩典家庭小組（地點：西區教會）

: 0411-652-060/週六晚 7：30

感恩：感谢神上周恩典小组主日敬拜很火热，Huey 的腰痛有好转，William
妈妈的手术顺利，jane 和 tony 都在为家尽力摆上和付出；Adele&Huey
收到弟兄姐妹及 Phillip 牧师夫妇的殷切代祷与问候/小组的弟兄姐妹
们的关照和爱心，使 Adele&Huey 得以休息和恢复。
代祷：与神保持亲密关系，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求神完全医治
Huey 的腰，使 jane 和 tony 合一沟通，safe school 的签名继续加油！小
組的聚會一週比一週更火熱，盼望每位組員都期待每周在小組的分
享。
西區喜樂家庭小組（地點：趙玲家）

: 0430-123-197 /週四早 10：30

感恩：立琴 牙痛不治而愈/庆艳 平安回国/雅男 亚军从国内喜乐归来，庆艳
顺利平安回国到家。
代祷：求主保守赵玲外孙牛牛高烧退去，在一切的医治中平稳渡过，挪去疾
病所代来的一切不良反应，快快恢复身体健康！
西區兒童主日學（地點：教會）

: 0403-947-555 /週日下午 2：30

感恩﹕孩子們學習在遇到困難時可尋求主幫助。
代禱﹕孩子們應用所學，每天都緊記有神在旁。
中區比撒列學職青小組（地點：繁泰夫婦家）: 0477-182-727 /週五晚 7：30
感恩： 春蕊 感冒康復，作業完成并通過/Agnes 學車順利，有好的休息/小玉
咳嗽好了/Ian 有個愛心的 flatmate/Andy 讀完哥林多前書/Yuki 好的睡
眠/M&T 夫妻有機會可以一起經歷神，Michael 公司可能有機會拿到融
資/Naomi 家裡有熱水/Maggie 國內朋友的旅程很愉快/Wendy 生活充
實。
代禱: 春蕊 堅持讀書和禱告/Agnes 處理工作的人事關係有智慧/小玉 節慶
籌備順利/Ian 更早睡/Andy 靈命增長/Yuki 工作的方向/M&T Michael
公司未來的發展，Tina 有好的休息/Naomi 完成公司的作業，加添體力
/Maggie 可以不要再加班了/Wendy 合理安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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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地點：Dougherty Centre) : 0430274285/週五晚 7：30
感恩：Deb Lucas 討人喜歡/ Jake 生病時 Jing 和家人的照顧/ Litty 收到教會發
的週年慶精美禮物;神是聽禱告的神/ Jing 跟朋友有很好的相處時光/
Simon 心里有平安，有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Dillon 在工作中有從神而
來的啟示和亮光 / Peter 吃到好吃的牛排/Annie 工作上有突破。
代禱：Deb 恢復與神、與人的關係/Jake 未來的路/ Litty 有效率地使用時間;
服事上有神賜的智慧/ Jing 求神賜智慧在工作生活當中/ Simon 咳嗽
得醫治/Dillon 求神醫治生病的弟兄姐妹，讓他們早日康復/ Peter 朋友
下週返台行程順利，韓文老師的父親病痛得醫治，買主赴台觀展的申
請能被核覆，工作與生活當中時時有從神而來眼光與智慧/ Annie 未來
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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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Eunice 最近禱告很感動 /嬌嬌 RMC 生活愉快/Ryan 出車禍有驚無險
/Ben 平安回到澳洲/Marcus 媽媽身體健康/Simon 同事對我的信仰感
興趣/越越 嬌嬌搬到 RMC。
代禱：Eunice 不要那麼累，開車平安/嬌嬌 妹妹開心平安/Ryan 保險公司付
一點/Simon 把信仰帶到工作的地方/Ben 這學期順利 /Marcus 學業，
手指康復，媽媽身體健康/越越 學習方法。
北區兒童主日學（地點：教會）
: 0421-905-557 /週日早 10：30
感恩：杰森，汤米，乔斯林和 Joycelyn 上周告诉老師，他們非常享受游戏，
祭祀歌，讲故事时间和工艺时间。
祷告：小朋友牢記所學習的，大班內容是当我们遇到麻烦向上帝祈祷，小班
內容是上帝创造了鱼和鸟。
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地點：昌敏家）
: 0468-765-117/週三早 10：00
感恩：Emily 和 Shirla 回到小组/弟兄姐妹们关心教会的转型和目前的培训课
程/John 分析福音班的看见和感动/大家积极分享，小组聚会充满喜乐。
代祷：求主感动小组弟兄姐妹还没信主的家人，柔软他们的心，让他们早日
接受福音/主赐智慧和力量给 John，保守他读神学的道路/打开 Emily
女儿的心，让她读书、交友都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内心充满喜乐/医治
教会软弱的肢体/保守外出的弟兄姐妹出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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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李多家）
: 0488-021-999/週五晚 7：30
感恩：親親 福音班第一梯次圆满结束/淑莹 春天来了天气变暖/Bonnie 每天
生活充实/林眉 在工作中為主持守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
代祷：親親 有足够时间休息感冒早日康复/淑莹 求主成就所行的事/Bonnie
愿教会转型的每个阶段充满神恩典和能力/林眉 愿小组每个家庭被主
复兴火热事奉主耶稣。
北區路加職青小組(地點: 7/1 Cambridge Lane) : 0423558979 /週六下午 4:00
感恩：Brenda 吃到麻油雞，太好吃了/Philip 與老闆在工作上有很好的溝通，
與弟兄姐妹有很好的相處/Alex 諸事順利/Linda 旅途平安順利。
代禱：Brenda 神為每個組員準備一個很棒的伴侶/Philip 遇事情有顆平安的心
/Alex 在重大決策上有神的指引/Linda 背傷疼痛減少，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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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erie 工作非常忙碌，但是學到很多有用的知識；不用去西班牙
/Claudia 和學生去 excursion 很開心/Cecilia 墨爾本的旅程開心平安
/Helen 生日得到大家祝福很开心，论文延期了/Eddie&Jasmine Hunter
Valley 一日遊平安愉快/Abrren 自己週末和家人有很好的交流！學習
工作有神的看守/Jay 精力充沛，活力四射，感覺年輕/Sarah 每次遇見
困難時候都有神的帶領跟解決。
代禱：Valerie 工作有智慧，可以平衡服事的時間/Claudia 家人更多經歷神
/Cecilia 買房子有神的帶領/Helen 生活学习更多经历神，求神指引一
条创业的道路/Eddie 搬家順利，Jasmine 英文考試成績/Jasmine 媽媽在
悉尼的這個月開開心心/Abrren 主能够打開新朋友的心，來認識主！
希望我們小組受洗的弟兄姐妹有很好的準備！感謝主/Jay 有人生的
智慧/Sarah 主能夠恩典認識合適的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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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ll 這週順利/Chris 工作順利/小含 工作很安全，平安/Sarah 這禮
拜結束了/Jasmine 生培被錄取/Cindy 生活充實/Jacky Enrolment 的問題
順利解決，可以按時畢業/Grace 回來了/Jay 買了新的樂器主日可以用
/Emily 作穩定/Ronsie 睡眠質量很好。
代禱： Howell/身體健康，學業/Chris 學業/小含，Sarah 身體健康，睡眠/Jasmine
靈修和學業/Cindy，Grace 睡眠和智慧/Jacky 可以畢業/Jay 乾枯的心靈
/Emily 工作服事有智慧/Ronsie 家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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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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anie Joanne 生日很開心, Stef 媽媽月底過來幫忙，Don 工作有更多
嘗試/Candy 主的恩典够一路伴随, 有家人们的爱, 顺利定好回国机票
/ Adele Anna&Kevin 上门传授好用的艾炙疗法；Walter&Alisha 远在千里
之外，惦记并介绍了非常棒的医生；弟兄姐妹们殷切代祷和问候/Jenny
與女兒有很好的溝通/周燕 雅维已经顺利回悉尼，继续她的学业/Sheen
妈妈顺利买到便宜的机票。
代祷：周燕 女兒在以后的学习中更能亲近神，更有自信大胆与人交流/Adele
神在各个层面向我们彰显他的心意，祝福并带领前面的道路/ Candy
家人们健康喜乐, 千万学习更有智慧/Jenny 女兒學習有智慧，合理安
排時間，Johnson 來悉尼一切順利，公司業務有新的發展/Stephanie 家
人的身體健康/Sheen 放感冒康复，妈妈身体，员工雅思。
中區雅各學青小組（地點: 曉慧辦公室）

: 0420-983-634 /週五晚 7：30

感恩：Brenda&Edmund 大家为我们生病代祷，收到暖暖的药片，好得很快
/Steven 身体健身 学习一切顺利/暄评 有好的时间管理/Rose 读圣经
有得着/Ivy 泡 忙/Daivd 一切顺利/Gwen 充实和爱我的爸妈/Shuo 学
习有动力。
代祷：Brenda&Edmund 大家身体健康/Steven 学习有智慧 assessment 顺利完
成/暄评 腰痛 有神的医治/Rose 工作和学习的协调/Ivy 泡 祈求毕业
顺利 不要太坎坷/David 亲人朋友身体健康/Gwen 所有 assessment 顺
利完成 有很好的灵感和做事的智慧 communication 老师喜欢我给我
机会/Shuo 爸妈工作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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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鋪開張了。
代禱：Kenny 求神醫治感冒咳嗽。
少年小組 (地點：Epping Community Centre）: 0423123313 /週六下午 6：30
感恩：JJ 參加了 rice，青年人深深感受到神的大愛。
代禱：求神保守 8 月 20 日守身禮，更多年青人在神面前立約保持聖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