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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祢的國降臨
經文：太 6：10、弗 2：19-22、4：11-1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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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國的降臨及其旨意的實行

The kingdom of God come and carry out His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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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程序

二、

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被建造

三、

被成全、受差派及去轉化的循環

Built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apostles and prophets

The cycle of be prepared, sent and to transform

一、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子榆 世民 致君
二、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三、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王文碩弟兄
四、以受洗见证來敬拜
杨心茹姐妹
五、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李守博牧師
講題：願祢的國降臨 Your Kingdom Come
經文：馬太福音 6：10、以弗所書 2：19-22、4：11-12
六、以回應詩歌來敬拜
七、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八、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週
日

小組討論：
1.
2.

如何能讓神的國降臨及其旨意，實行在生活中？
如何將所接受的五重裝備恩膏，應用在生活中？

週
間

禱告會
10:00-10:30
大禮堂

聚會時間表

主日崇拜
10:30-12:00
大禮堂

小組長之夜 週三 19:30
（按牧區通知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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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得力

穩定拓殖

『1503』

會前禱告

主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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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

曉慧

2.

下週

善宜

3.
4.

5.
6.
7.
8.
9.

會後請留步享用茶點彼此分享。
本堂父親節佈道會『父能量』將於下週（9 月 4 日）主日舉行，特別由
職青、學青小組拍攝的父親節特別節目微電影將隆重上映。歡迎邀請新
朋友參加！今天主日後請全體兄姊以小組為單位在 Chatswood 派發單
張，感謝大家共同興旺福音！
北雪梨靈糧堂十四周年慶、恩典靈糧堂四周年慶將於 9 月 11 日上午 10
點半在北雪梨靈糧堂联合舉行，特邀安提阿事奉使團的國際負責人巴柝
聲牧師擔任講員，歡迎邀請親朋好友一同歡慶；
由北雪梨靈糧堂、雪梨靈糧堂及安提阿事奉團聯合舉辦的培靈會，將邀
請巴柝聲牧師将於 9 月 16 日晚上在 Chatswood 本堂；靈糧網絡主席周
神助牧師将於 9 月 17 日晚上在 Ashfield 靈糧堂舉行。歡迎邀請親朋好
友參加，詳情請洽小組長，當週小組聚會改為參加特會。
1503 敬拜團邀請兄姊登录 Facebook 收聽父親節福音新詩歌，讓我們
盡情敬拜，把神的同在帶到福音朋友中間! 网址：http://goo.gl/MLpvfH
本堂小組長之夜將於本週三(31 日)晚 7:30 舉行，少年、學青及職青牧
區在陳明鋒夫婦家，家庭牧區在劉進夫婦家。請各小組長按牧區通知預
備心參加。
本堂特邀請周莊碧明師母於 9 月 17 日上午舉行小組長訓練，請小組長
預備心參加。當天生培同學將一起參加。
本堂 9 月《每日靈糧禱讀本》已開始售賣，放置於主日行政桌，請投 $2
自行拿取。
肢體代禱：
a. 感謝大家的代禱，李守博牧師體力精神都恢復得很好，但是癌指
數仍在攀升。請繼續為他下個月底將再作檢查報告的結果代禱，
求主彰顯祂的能力。
b. 多加永青小組長桃園姐將於 9 月 1 日返台省親，期間將由麥敏青
姊妹代理小組長。

感謝主垂聽禱告！反對"Safe School"的簽名遠超預期，已超 1 萬 6 千份，
澳洲政府將重新檢討此一政策。請繼續為真理可以運行在整個國家中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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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9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了；
v. 20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本週背誦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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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暄评 生活很充实/Daivd 灵修有得着/Rose 有机会跟家人传福音
/Steven 一波 assignment 顺利完成了/Ivy 导演 略充实的一周

/Brenda 有机会和有勇气跟家人传福音/Gwen 身边的朋友关心帮助
/Shuo 生活充实/Edmund 好朋友回雪梨可以見面 。

代祷：暄评 口语有提高/Daivd assignment 求神赐智慧/Rose 父亲节时能将
家人带来教会/Steven 下一波 assignment 也能顺利完成/Ivy 导演 能
想到一个很好地剧本/Brenda 与家人有很好的关系/Gwen 有很好的
智慧完成 assessment/Shuo 作业及时上交/Edmund 工作有神的帶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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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gie 順利回國/M&T 朋友送沙發，姐姐順利回家/春蕊 有好的運
動和休息/Andy 讀完哥林多後書/小玉 有休息，Jay 生活有神帶領
/Wendy 學到新東西/Yuki 丟失的東西回來了/Naomi 身體健康。

代禱：Maggie 回國辦理事務一切有神帶領/M&T Tina 感冒，喉嚨痛快好，

晚上有號的睡眠/春蕊 學習加力/Andy 求愛心，聰明和智慧/小玉 身

體健康/Jay 生活有神帶領/Wendy 家人和自己身體健康/Yuki 工作方
向與睡眠質量/Naomi Performance review 有恩典。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地點：西區教會）

: 0411-652-060/週六晚 7：30

感恩：William 带新朋友来到小组/Jane 坚定一颗信主的心/Stenphen 和 Clay
有很棒的话语分享。

代禱：看顧 Jane 本周六的受洗约谈，神要在 Tony 和 Jane 的家中行奇妙的
带领，使家庭幸福，彰显祂的荣耀/神保守瑞兰姐妹的心思意念，为

她预备聚会的地方或教会/神带领更多的夫妇进到小组/Brenda 感冒得
醫治。

西區兒童主日學（地點：教會）

感恩: 孩子們投入在破冰遊戲與敬拜中。

: 0403-947-555 /週日下午 2：30

代禱: 幫助孩子們凡事禱告, 並且在禱告中經歷上帝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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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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 福音小組開始第二階段課程，同工們帶着火熱的心合一服事/李
多 神賜美好天氣及親情/淑莹 學習有新的收獲/林眉 生活工作充實精
彩。
代祷：亲亲 求主堅定每位受洗組員的信心，懷着感恩的心接受裝備參與服
事/李多 神賜智慧及體能順利完成滿負荷工作量/淑莹 教會家人靈命
被更新/林眉 求主賜敬畏的心尊主爲大。
北區路加職青小組(地點: 7/1 Cambridge Lane) : 0423558979 /週六下午 4:00
感恩：Philip 流感快速康复&更有挑战的新工作/Ingrid 週末得到好的休息
/Linda 神看护平安/Emily W 表弟受洗/Brenda C 有神給力/Erica X
与家人 quality time/Alex 小組和弟兄姊妹有好的分享。
代祷：Philip 学习工作锻炼的时间妥善安排/Ingrid 學習有效率，神保守睡
眠/Linda 出差工作顺利身体健康/Emily W 出行平安，外婆身体健康
/Brenda C 每個人與主都有親近的關係/Erica X 爸爸和弟弟信主/Alex
身體健康堅持減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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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h 靈修神有講話/Jasmine 靈修有得找/Cindy 工作開始忙/小含
神蹟之夜有得找/Chris 有很好的休息/Emily God is good/Jay 上課不
錯/Ronsie 媽媽來了/Grace 忙碌的一週過去。
代禱：Sarah 手痛要照 Ultrasound 檢查/Jasmine 早睡早起，Mid term 有
效率/Cindy 工作服事有智慧/小含 好的作息習慣/Chris 感情/Emily
小黑要更上一層樓/Jay 要無限的信心/Ronsie 家人健康/Grace 時間
安排和平安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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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没有放弃我，看顾我/娇娇 上周过的还不错/Simon 这周
充实/Ben 跟家人团聚 /Marcus 交了两个作业，妈妈身体健康/Ryan
车子修好/Jessica 学习顺利/David 姐姐平安到达/Miya 感冒快好了
/Yan 考试过了一个，这一周很平安/越越 运动有坚持。
代祷：Eunice 不要那么累，行车平安，找到真爱/娇娇 好的睡眠/Simon 工
作有智慧/Ben 学业跟感情/Marcus 妈妈身体健康，妹妹精神健康
/Jessica 找房子 /Ryan 找到真爱/David 多运动/Miya 弟弟/Yan 买
房子，学习和弟弟/越越 申请宿舍的楼长。
北區兒童主日學（地點：教會）
: 0421-905-557 /週日早 10：30
感恩：孩子們都樂意在課堂上幫助老師
代禱: 求神幫助孩子們在禱告後，能耐心等侯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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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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erie 忙中也很開心，自己能突破極限；Lin 開始準備 PTE 考試
/Nick 感謝神的看顧，Alex 的 Pte 通過也激勵到 Lin 開始她的學習
/Alex 拿到很棒的 offer，第一次參加 PTE 考試順利通過，將信心建
立在磐石上/Claudia Lin 開始預備 PTE 考試/Linda 工作不算特別忙碌
/Ceci Sarah 考試順利結束；Abrren 生日大喜樂/Lilian 收到下周 Final
round 面试通知，有幸和之前的同事加强联系/Helen 工作上和夥伴配
合讓我心存感恩/Eddie 老妈平安到达悉尼/Abrren 好朋友 Jason 來
到教會并願意參加小組跟大家一起分享！Eddie 弟兄搬家順利，阿姨
順利來澳洲/Sarah 朋友顺利找到房子;周日的祷告之后,背痛减轻，妈
妈在悉尼一切安好。
代禱：Valerie 9 月最忙的時間有智慧跟體力去面對未知的挑戰；Lin 可以有
智慧體力去應對加強的課程,吸收所有的知識，求神賜信心給她/Nick
Val 跟我的工作都能順利，家人身體健康；父能量可以傳播福音/Alex
近期準備考試的弟兄姐妹都能順利通過；微電影能夠帶出影響力，讓
更多人感動；求神進入生命，更深刻的改變自己/Claudia 求神賜平安
喜樂的心給外公外婆，求神減少外公服藥的副作用/Linda 求神親自帶
領前方的道路/Ceci 要考試的弟兄姐妹有智慧力量，分配好時間；
Lilian 跟自己找工作有神的帶領/Lilian 小组各位心愿得偿，求智慧能
力把握机遇，Yvonne 在美国一切顺利/Helen 求神能繼續看顧我的工
作和學業能有所突破，Simon a 的 pte 考試順利/Eddie 老妈在悉尼的
时候有机会经历到神，天天开心/Abrren 希望 Jay 弟兄感冒趕快好起
來！自己能夠跟神建立更加親密的關係；願主使用我給身邊的人傳去
福音/Sarah 考试顺利通过，求神医治身体疼痛，保守身体健康。
北區但以理小組(地點：Dougherty Centre): 0430274285 /週五晚 7：30
感恩：Simon 工作有神的保守和帶領，度過忙碌而愉快的一週/Deb 新的
training/Teresa 有充實的一週，有時間放假/Annie 皮膚過敏好轉;敬
拜服事中有大大的感動/Litty 完成了 C2 課程/Peter 與同事有很好的
聚餐/Dillon 在與團隊的敬拜中經歷神的恩典/Jing 婚禮籌備在有序進
行。
代禱：Simon 有智慧籌劃出差活動/Deb 前方道路/Teresa 撞到鄰居的車子
後面，可以找到好的修車場修復/Annie 未來計劃/Litty 旅遊簽證順利
下批/Peter 週五到週日在墨爾本的出差順利，有很多人願意註冊人才
網之外，座談會能夠將人才網推廣給聽眾並回收足夠的問卷/Dillon
求主帶領前面工作的道路/Jing 求神賜智慧合理安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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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弟兄姐妹们无惧风雨，坚持参加小组聚会/John 弟兄不辞劳苦为大家
买东西/大家认真研读圣经，在主里彼此相爱/小组聚餐充满喜乐。

代祷：桃园姐妹回台湾省亲有神的保守，一路平安和顺利/春莲姐妹回新加坡
一路平安/秋月姐妹去布里斯班访友来去平安/求神保守外出的弟兄姐

妹们都平安、顺利/教会周年庆的事工安排顺利/John 读神学有从神而

来的智慧/没信主的家人早日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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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平安到悉尼，有妈妈帮忙照顾孩子 don 和 stef 有好的
休息, stef 申请到 CCR/Jenny 成长班结业/Huey 神的医治、神的启

示、神的安慰,提醒常在祷告中成就/Ally 辦理霓希和 Ally 護照有弟兄
姐妹幫助，弟兄姐妹準備豐盛晚餐，Joe 工作生活都順利/周燕 虽然
人在国内，但兄弟姐妹们就像在身边加力/ Sheen 神保守每天的业
绩，主要员工休假有其他员工代班。

代祷：周燕 为雅维在悉尼的学习生活，祈求神加添她更多的能力和智慧，
有好生命的长进/Ally 霓希晚上睡過夜漸入佳境，J&A 有充足睡眠/

Huey 有更好更有效的方式来鼓励监督组员每天读神的话/Jenny 妇

女儿学习有智慧，合理安排时间，johnson 更多亲近神，公司一切顺
利/Stephanie don 和 stef 的学业，don 的工作，Anna 有好的作息和
胃口/ Sheen 妈妈回国和返程顺利，有充足的体力，新店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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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ny 建立靈修好習慣與神關係進深/Sandra C2 幫助我重新開始靈

修生活/Sophia 感謝主教訓也感谢主一直在人心裏做工/Beryl 開始運
動體力增加心情好/Kenny 靈修生活穩定。

代禱：Peony 為弟弟找工得著及為姐姐工作每天難題禱告，求神幫助

/Sandra 求主醫治一家四口不同程度的感冒病徵並盡快康復/Beryl 每
天可以堅持靈修和運動，教養孩子照顧家人有智慧耐心愛心/Kenny
久咳快康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