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尼 1:1-4, 2:17-18                    講員: 張鈞莉傳道 

 

 

 
               

  

 

 

 

 

 

 

 

 

 

 

 

 

 

 

 

 

 

 

 

 

 

 

 

 

 

 

                                                                

 

 

 

 

 

 聚會時間表   

週 

日 

禱告會 

10:00-10:30 

大禮堂 

主日崇拜 

10:30-12:00 

大禮堂 

兒童主日學 

10:30-12:15 

教室 

週
間 

小組長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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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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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ough 1503 Miss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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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雪梨靈糧堂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in Northern Syd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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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地點: Chatswood High School 高中禮堂, 24 Centennial Ave., Chats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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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的呼召--從尼希米記看復興 

前言：時代背景 

 

 

復興來自於： 

一、 看見一個                 

 

 

 

二、 獻上一串                

 

 

 

三、 呼召一群                 

 

 

 

結語：榮耀的呼召！用我                ；用我                 

 
小組討論： 

1. 從尼希米的時代，和工作背景，可以了解他是個怎樣的人？ 

2. 尼希米的工作榮耀，還是他所蒙的建造耶路撒冷城牆的呼召比 

較榮耀?我怎麼看這事？我一生追求甚麼樣的榮耀？ 

3. 為了完成榮耀的呼召，尼希米做了哪些事?我現在也應採取甚麼 

行動？ 

 

主日崇拜 程序 

一、 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譚韌  思靈 

二、 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三、 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莊桃園姊妹 

四、 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張鈞莉傳道 

講題：榮耀的呼召--從尼希米記看復興 

經文：尼斯米 1:1-4, 2:17-18 

五、 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六、 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張鈞莉傳道 

七、 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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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教會目標    重新得力     穩定拓殖    『1503』

1. 北雪梨靈糧堂十五週年慶、恩典靈糧堂五週年慶暨父親節特別節目『繼
往開來』將於下週日 9 月 3 日上午 10 點半在北雪梨靈糧堂聯合舉行，
屆時還有精彩節目及美味茶點，將為來賓預備精美禮物！歡迎邀請新朋
友參加，共同興旺福音。 

2. 1503 宣教網絡受洗典禮將於下週日 9 月 3 日下午 2:30 在 Chatswood 的浸
信會舉行，求神堅固受洗兄姊跟隨神的心，祝福他們經歷神豐盛的恩典！ 

3. 小組長之夜將於本週三張親親姊妹家舉行。請所有小組長務必參加，願
神記念他們的辛勞擺上！ 

4. 感謝主！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已分植出“結果子”家庭小組，聚會時間為
每週三早上 10 點，地點：1b Kiparra St. Pymble，小組長為張鈞莉傳道，
歡迎白天有空者參加。 

5. 感謝主！李安琪姊妹將於 9 月 1 日正式加入教會全職同工團隊，負責
生培校長及教會助理一職，願神賜恩給她，並在凡事上經歷神豐富帶領。 

6. 本堂因牧養的需要，牧區將作以下調整：家庭區長蘇牧師夫婦，並由鈞
莉傳道從旁協助：職青區長蘇筱玲；青年區長陳倩玉：少年英文區長李
安琪：兒童區長施海雲。請大家多多代禱及支持。 

7. 本堂奉獻 $3,000 予 Coalition for Marriage 婚姻聯盟事工，作為支持維持
現有的婚姻法案及事工活動所需的經費，求神興起使用祂的子民，捍衛
真理。 

8. 「認識聖經 2」裝備課將於下週三 9 月 6 日晚 7:30-9:30 舉行，講員張鈞
莉傳道，地點 Chatswood Mosaic Center, 12 Brown St, Chatswood，請已報
名的兄姊預留時間出席。 

9. 2017 年第四季家事表草案，已張貼於公佈欄，家事表如需修改，請通知
各事工部主責。 

10. 本堂 9 月每日靈糧禱讀本已置於主日行政桌售賣，請投$2 自行拿取。 
11. 肢體代禱： 

a. 莊桃園姊妹將於 8 月 30 日至 9 月 30 日返台探親，期間多加永青小
組長代理人為杜昌敏姊妹。求主保守外出兄姊出入平安，滿有神的
同在。 

b. 本堂有 16 位兄姊將於 8 月 28 至 29 日參加紐西蘭超自然大能與使
徒性教會特會，盼神的大能及榮耀臨到特會，帶下復興的火，請為
此代禱。 

    
Weiyuan Foundation 將於 10 月 20 日(週五)上午 7 點主辦『澳洲華人早餐
祈禱會』借著餐會希望能為城市、為人民、政府和世界和平來禱告。地
址: Civic Pavilion , The Concourse, Chatswood。歡迎兄姊參加。報名: 
https://www.trybooking.com/book/event?embed=&eid=290340 

 
會前 
禱告 

主領/ 
伴唱 

音控/ 
助手 

投影 主日         
招待  
場地 

兒童 茶點 
點 
奉獻 

關懷 

本
週 

戴利 
譚韌 
思靈 

婉瑜 
宇煦 

志薪 
曉柔  
劉琳 

以馬內利
家庭 

心茹 
佳穎 J 

嬌嬌 李狄 
林眉 
鈺茹 

天翔 

下
週 

曉慧
畢嘉 

若驊 
世民 

宇煦 
浩鋮 

琳堃 
梁凱 王惠 
曉柔 成琳  
蕙盈 呂邦 

路加職青
雅各學青 

昌敏 海雲 
崔寧 

燕華 嚴慈 

多加永青 
耶利米/ 豐盛
喜樂/ 伯大尼 

王越 
筱娟 

親親
子鵬 

 

 主日 

崇拜 
兒童 禱告會 

小組 奉獻金額 

組數 人數 主日 建堂 感恩 

北雪梨 122 15 37 10 128 $6,562.25 
$79.25 -- 

恩典 69 14 21 9 57 $3,56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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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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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7日(日) 尼希米記  2 

  8月28日(一) 尼希米記  3 

  8月29日(二) 尼希米記  4 

  8月30日(三) 尼希米記  5 

  8月31日(四) 尼希米記  6 

  9月1日 (五) 尼希米記  7 

  9月2日 (六) 尼希米記  8 

我告訴他們我神施恩的手怎樣幫助我，並王對我所說的話。他們就說： 

『我們起來建造吧！』於是他們奮勇做這善工。 

多加 

永青 

以馬內利

家庭 

結果子

家庭 

路加 

職青 

但以理 

職青 

耶利米 

職青 

以賽亞 

背包客 

雅各 

學青 

房角石 

學青 

JJ 少年 

聯合 

16 8 5 10 10 17 20 22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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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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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豐盛家庭小組（地點：Eastwood 中心)      : 0450-130-688 /週五晚 7:30 

感恩： Nicole 舊學生一家四口答應這週來教會，可以在先知之夜服事/Vivian 

Daniel 上周治療的副作用減輕，恢復得很好/Jenny 孩子順利有打工的機

會及順利拿到紅 P/鄭洁 阿姨來了/Milly 考試經歷神的同在/Jinli 找到

了合適的房客/Suki 簽證問題順利處理好。 

代禱：Nicole 求神親自堅固預備學生一家的心，讓他們可以回到神的家中，教

琴有智慧、服事有恆心、傳福音有果效/Vivian 有更多的毅力堅持每天

的學習和復習計劃/Jenny 週年慶活動順利廣傳福音及慕道友順利受洗

成為新造的人 /鄭洁 堅固弟兄姐妹的信心 /Jinli 盡快拿到新的工作

offer/Suki 求神幫助我合理安排好學習與工作的時間。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地點：嚴祥芬家)        : 0430-132-883 /週五晚 7:30 

感恩：燕華 最近的活動很豐富，感謝主的保守與帶領/金梅 全家身體都健康，

老公開始去教會/Lynn 學校的華人媽媽們對這次投票開始重視/小康 女

兒 Vivian 平安抵達日本。媽媽的牙醫師很有耐心/Amanda 看見弟兄姊

妹們在台灣美食饗宴宣掦主的恩典與福音，非常感動/宋燕 這週神所

賜我們的平安喜樂/茜茜每天可以來到主面前。 

代禱：燕華 一家三代人的睡眠，並且請帶給 Elissa 勇氣與公平的心/Lynn 有

智慧教導孩子/小康女兒在日本的生活出入平安，求神為她安排合適的

住處。媽媽口腔治療假牙製作順利/Amanda 求主醫治大哥手術後能恢

復健康，治療一切順利完成。與兒子赴特會路上平安健康/宋燕願我們

孩子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使他們的道路平坦/求主繼續醫治 Charles 

的大哥，早日康復。求主垂聽我們的禱告，親自在公投同婚的事情上

掌權澳洲，也願神使用這次公投的機會，使更多不認識主的人信靠主。 

西區和散那學職青小組（地點：秦玉家）      : 0424-671-987 /週五晚 7:30 

感恩：小玉 感冒好了/Agnes 一切順利。 

代禱：小玉 婚禮籌備順利/Agnes 時間規劃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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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孩子們都有健壯身體。 

代禱：孩子們都明白並學習作一個誠實不說閑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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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地點：杜昌敏家）       : 0468-765-117 /週三早 10:00 

感恩： 歡迎遠從布里斯班來辦事的謝麗芳姐妹抽空參加小組聚會/秋月 有愛

心代禱的恩賜/海萍姐妹為大外孫到美國讀書禱告，神奇妙的預備了多

年不見的女兒同學在機場意外碰面而有美好的安排及款待/丁媽媽 靜

脈曲張血管堵塞，疼痛無法下地走路，感恩牧師及兄姐妹緊急代禱，

已有好轉且參加了小組聚會/慕道友美蓮 勇敢單人搭火車前來參加小

組聚會/弟兄姐妹積極認領教會週年慶的美味茶點預備。 

代禱： 彭牧師 嚴重感冒發燒速得醫治及心臟專科複診平安/丁媽媽 靜脈曲

張血管堵塞，速得完全醫治/宋姐妹 返回國內出入平安，積極傳福音，

兒媳順利平安待產/將有多位姐妹近期出國探親渡假，旅途平安渡假 

愉快。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彭怡家）       : 0411-124-287 /週五晚 7:30 

感恩：親親 上帝興起環境讓慕道友思想生命的意義/Bonnie 女兒哮喘有好轉

/Cynthia 感謝所有姊妹們幫助完成錄影功課，Carmen 慷慨借用她家作

場地/Hannah 生活每個境遇都是看見神的愛和恩典與智慧。 

代禱： 親親 兒子懂得愛惜保養自己的身體/Bonnie 女兒身體能應付接下來學

校活動及舞蹈考試/Cynthia 父親背傷盡快痊癒，母親身體健康/Hannah 

為父親居所拆遷求主預備合適生活方便的居所，使父親和家人經歷主

信實預備。 

北區結果子家庭小組（地點：盧宜萍家）        : 0430-990-530 /週三早 10:00 

感恩：Carmen 神醫治丈夫給他安慰/鈞莉 感冒漸退/Joyce 每次病的時候，只

須足夠休息就能病癒，不用吃藥。 

代禱：Carmen 丈夫身體回覆一切正常，一家同心更愛主/鈞莉 服事有智慧能

力/Joyce 求有喜樂的心和得著所尋求神的答案。 

北區路加職青小組 (地點：7/1 Cambridge Lane) : 0423-558-979/週六下午 4:00 

感恩： Phil 所看的州省績效第一/Brenda 這一年來神對小組的祝福/Linda 日

本旅行安排順利/Julie Kitty 媽咪體檢結果很好，生日祝福滿滿，長高很

多/Ingrid 和遠方的好友間接聯繫上，週末愉快順利，C2 有得著/Alex 吃

到好吃的烤鴨和豌豆黃 

代禱： Phil 神的帶領生活中的一切/Brenda 與神更加親近/Linda 爺爺在國內

找到適合的保姆/Julie Kitty 堅持運動，早睡早起/Ingrid 希望和好友聯繫

上，神醫治好友/Alex 身體健康好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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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新朋友持續來參加主日學，均莉傳道精彩的信息。 

代禱： 願神賜下一顆敬拜主的心在孩子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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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地點：Dougherty Centre）  : 0430-274-285 /週五晚 7:30 

感恩： Dillon&Litty 工作有神保守，Litty 生病恢復得快/Sarah 晨禱有得著/Peter 
工作有神的保守/Mandy 朋友的支持。 

代禱： Dillon&Litty 國內的家人平安/睡睡眠更好，家裡網絡快點恢復/Sarah 工

作有智慧效率，右肩背痛得醫治/Peter 充足的休息與睡眠/Mandy: 身體

健康，求神預備事情有好的進展。 

北區耶利米職青小組（地點：潘若驊家）        : 0415-668-238 /週四晚 7:00 

感恩： Val 新小組終於正式要分植啦/Linda 論文修改有進展/Ceci 將要帶領以

西結小組/Sarah 得到很好的休息/Mandy 腳傷復原良好康復/Abrren 球

隊之間的默契越來越好。父母的身體健康。學習充實/Helen 得到好的

休息/Nick 週年慶視頻拍攝完成/Dia 媽咪交到新朋友/Eddie&Jasmine 

新小組要分植。 

代禱： Val 求神親自保守新小組和耶利米都能走在神的心意中，分植擴展吸

引更多人回轉歸向神/Linda 求主繼續加添智慧；小組分植順利，週年

慶彩排順利/Sarah 考試全部順利過和新的的小組有神的帶領，福音傳遍

地級/Mandy 爸爸早日康復全家健康/Abrren 球隊能夠進入決賽，姐姐

的檢查結果有主的保守。自己的時間安排更加合理/Jay 回國一切順利

/Ceci 的小組分值順利/Helen 考試成績通過/Nick 後期製作順利，能帶

出好的效果/Dia 家人身體健康/Eddie&Jasmine 求神保守老公的身體和

肝臟檢查；婚禮以及後面的行程盡快籌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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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yl 有家人的支持，新西蘭參加特會順利成行/Sophia 兒子聽了兩個見

證後本來肚子的痛就消除可繼續跟我趕路/Peony 神醫治右眼疼痛/Lina

每日出入平安/Sandra 女兒最近在學習態度和自我管理上有進步。 

代禱：Beryl Jonathan 適應爸爸和外婆的照顧/Sophia 能趕上春季時間搞好菜園

的事/Peony 牧者、弟兄姊妹、家人身心靈壯健/Lina 女兒被蚊蟲叮咬能
及時消腫/Sandra 求神給婆婆平安，醫治她右耳後疼痛。 

中區以諾家庭小組（地點：南俊峰家)         : 0435-252-277 /週五晚 7:30 

感恩： Adele 收到愛心的純天然藥膏/Stephanie Joanne 拿到 offer，貸款獲批

/Jenny 參加了主日聚會，假期活動豐富/周燕在學習彈鋼琴時學得快有

智慧/Ally 滿意新的學校生活/Joe 拿到好業績。 

代禱：Adele 房子圍欄盡快修好；神將住在 Zetland 和附近的新朋友帶入小組

/Ally Lucas 的皮膚好轉晚上好睡/Stephanie Don 的 CPA 考試， 婆婆來悉

尼一切順利， 房子儘快 settle/Jenny 有智慧向家人朋友傳福音；Nancy

學習生活安排合理；Johnson 公司發展/周燕 yawei 回國一切事宜都平安

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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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比撒列學職青小組（地點：卜繁泰夫婦家）: 0477-182-727 /週五晚 7:30 

感恩： Michael&Tina 順利拿到 TimeShare 的錢；C2 課程順利結束；Tina 二姐

平安回來，並幫忙帶了好多東西/Andy 工作忙碌/Maggie C2 課程順利結

束、有面試的機會。 

代禱：Michael&Tina 旅行平安，特會有得著；媽媽們賣房順利；Tina 媽媽感冒

咳嗽快好；馨馨晚上可以睡過夜/Andy 身體健康/Maggie 新西蘭特會有

得著、旅程有神的保守、家中一切的事神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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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 這週學習輕鬆/Brenda 上週的神蹟之夜上聽到許多美好的經歷神

的見證分享，並且自己也在當晚滿滿地經歷神，不僅在聚會的時候胃

痛得醫治，並且回家後也發現鼻子能聞到味道/Ivy He 開始去教會/Miya 

雖然感冒沒有影響學習進度/Edmund 可以去紐西蘭/David 學習順利

/Mattew 學習生活順利/Helen 下個禮拜的生日，同時前幾天送了個驚喜

蛋糕/Rose 禱告中再次得到神的回應並得到醫治和釋放/Cindy 生活充

實/Gwen 耳朵得醫治，明顯好轉。 

代禱： Yan 下週學校實習順利 Mia 感冒快點好起來/Brenda 願神更多興起他

的代禱勇士，為家庭，教會，國家代禱， 紐西蘭之旅也平安順利，收

穫滿滿/Ivy He 工作＋運動/Miya 感冒快快好週五 assignment 能有聲音

present/Edmund 紐西蘭之旅平安，工作安排順利有智慧/David 時間管

理/Mattew 心態管理，解開心結，學習有智慧/ Helen 下週要去英國，旅

途平安/Rose 體檢，延簽，畢業順利/Cindy 紐西蘭之旅平安，得著滿滿

/Gwen 嗓子痛快點好起來，耳朵康復，順利完成 assessment 有智慧。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地點：西區教會）        : 0411-652-060 /週六晚 7:30 

感恩： Adele 感恩 Cindy 雖然下個月就生寶寶了，仍堅持每週盡心收集感恩代

禱；吃到美味又有特色的愛心晚餐；感冒完全好了/Brenda 感恩 Cindy

每周用聖經話語生動地提醒大家並收集感恩代禱；兒子工作上有好的

主管與同事，工作愉快。 

代禱：Adele 求神保守 David Zhang 的眼睛手術順利，能快速地恢復；求神帶

領 David Wu&Yvonne 夫婦在主裡同心，找到最合適的教會；求神保守

Shirley＆Henry 能常在我們當中；工作壓力大的蒙主看顧，擔子輕省，

工作順利；求神保守 William 哥在碧爽姐不在的時候，好好照顧自己，

有好的作息飲食，燙傷可以很快恢復/Brenda 保守 Cindy 懷孕末期一切

順利，腹中的 baby 健康成長；保守 Clay 工作量與壓力能減少/David 求

主幫助我們每天都真誠地讓神的話語來塑造我們靈性的思想；願主保

守太太和小女兒在陽光海岸的行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