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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蒙福---傳承
經文：申命記 4：9-10，8：11-18
一、無法延續神祝福的原因
1. 忘記神所作的

雪梨恩典靈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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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團隊: 李守博主任牧師、蘇輝牧師、陳安德烈牧師、林恩惠牧師

2. 離開神的保護

主日崇拜 程序

講員：李守博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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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受洗見證來敬拜
五、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3. 不守神的法則

二、永續得著神祝福的關鍵
1. 總要傳給你的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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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4：9-10

恩典家庭小組
翁玉婷 姊妹
趙玲 姊妹
李守博 牧師

講題：永續蒙福---傳承
經文：申命記 4：9-10，8：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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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輝牧師夫婦

2. 謹慎殷勤教訓兒女
聚會時間表

3. 主耶穌教導的榜樣

週日

週間

禱告會
14:00-14:30
大禮堂

主日崇拜
14:30-16:15
大禮堂

復興禱告會 週三 19:30
北區：教會辦公室 西區：林正宜家

小組討論
1. 怎麼說得貨財的能力是從神而來的？
2. 信仰傳承可能變質或淡化的原因是什麼？
3. 我如何幫助我的『兒女』永續蒙福？

裝備課
16:30-17:30
教室/禮堂

兒童主日學

各小組聚會
請參內頁小組

生命培訓學院
週六 9:00
教會辦公室

感恩代禱

太平紳士（JP）認證簽名：陳安德烈牧師

14:30-16:15
教室

時間：每週主日

停車：禮堂對面 Woolworths 地下停車場（週日免費不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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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教會目標

穩定拓植

同心邁向

『1503』
會前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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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烈歡迎賴德市副市長李穎斌（Deputy Mayor Justin Li）蒞臨本堂參觀訪問，
願神祝福他也祝福賴德市能夠走在神的真理中。
3. 感謝主！Eastwood Granny Smith Festival 伊士活青蘋果節已於昨日舉行，感謝
兄姊積極參與共同興旺福音！本堂將於下週主日在小教室為新朋友舉辦福音
茶會，請大家為新朋友祝福，願神保守福音茶會順利進行。
4. 感謝主！北區尼希米小組將於 11 月正式分植並差派一組至本堂，願神加添智
慧與能力給留守和差派的組員。也請大家繼續為永青小組的分植代禱。
5. 為使牧養架構更清晰及小組內建立關係，同工會決議建立『小組回報系統』，
請各小組長從本週三（10 月 23 日）起將回報表於每週三晚前寄給牧者。
6. 感謝主！教會計劃於明年在中區拓植新堂，願主興起更多門徒參與到『1503』
中，請兄姊為新堂拓植計劃代禱。
7. 請小組長務必為希望在聖誕節受洗的兄姊上完全部 6 堂慕道班課程。
8. 連續五堂的醫治禱告課程將從本週六（10 月 26 日）開始於每週六下午 2 點至
4 點半在教會辦公室上課，請小組長將推薦名單於本週三（10 月 23 日）前寄
給裝備組 Claudia，課程講義僅預備給報名的學員且此課程將不提供兒童看顧。
9. 西區禱告組同工分享會將於今日主日後 4 點半至 6 點在小教室舉行，請所有
禱告組的同工預備心參加。
10. 資深牧者黃彼得牧師將於下週日（10 月 27 日）蒞臨進行主日證道，上午在北
雪梨靈糧堂，下午在本堂，歡迎邀請新朋友參加！
11. 本堂 2014 年福音月曆將於下週主日（10 月 27 日）發放，福音月曆是贈送給
『1503 家人』的禮物，每位家人一份（12 歲以上），請小組長會後向關懷組
領取。請尚未加入『1503 家人』的兄姊向小組長諮詢領取表格。
12. 各小組將於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3 日的小組聚會進行『行軍禱告』，請兄姊預
備心為雪梨同心禱告，與神同工。
13. 全教會聖經禱讀《俄巴底亞書、阿摩司書、彌迦書》將於兩週後開始，禱讀
本$5/本，請在圖書館購買；鼓勵兄姊踴躍購買根據《路加福音》完整呈現耶
穌一生所說的話及事蹟的 DVD《耶穌傳》
，$5/份，歡迎向裝備組購買。
14. 現任牧師助理因要回國發展將於年底離職，現誠招本堂有負擔做牧師助理的
兄姊，要求個性為 S 和 C，須有服事熱情並可長期服事，請有負擔的兄姊將
簡歷於下週日（10 月 27 日）前發至教會郵箱，詳情請洽牧師助理。
15. 願神賜智慧、能力給考 HSC 的兄姊，保守他們獲得理想的成績！
16. 請為在雪梨森林大火中受難的人及救援人員代禱，願神賜下平安和憐憫，親
自醫治受傷的人們、幫助有需要的人們重建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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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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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沈興亞夫婦家） : 0425-210-108/週五晚 7：30
感恩：坦坦媽媽的身體在正常康復中/新朋友李娟參加小組
代禱：組員在工作生活中切切渴慕神的同在/求主醫治曉嵐的口腔病痛、晨琳兒
子的發燒/賜下智慧和好的身心狀態給參加高考的俊豪/保守 Amanda 兒子的
身體健康/坦坦一家外出休閒的時光充滿平安喜樂/減輕紅琅肩背的疼痛、看
顧小明陪同父母回國平安順利
中區信望愛家庭小組（地點：張漢章夫婦家） : 0403-947-555 / 週五晚 7：30
感恩：雅芳 為家庭祭壇禱告事後得到神回應獻上感恩/Angela 領敬拜時自己在
心有靈裡有大得著/Linda 很高興能接待弟兄姐妹們/組員都感謝神，謝謝
Linda 開放家做臨時小組聚會場地/Wendy 感恩媽媽平安回來雪梨，女兒
Esther&Hannah 第一次學遊泳很順利/Andrew 感謝弟兄姐妹們祝福他兒子的
婚禮
代禱：Simon 出差平安，有主同在/Michelle 女兒身體健康，Andy 的工作不那麼
辛苦/Angela 有信心，平安，面對前面道路，勝過工作上的壓力/求主保守祝
福 Terry&Sophia 全家去堪培拉遊玩/加添恩典力量給 Linda 辦好所有該處理的
工作，包括中文學校的事/求主幫助雅芳繼續持守神透過黃聖忠牧師對她說
過的話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地點：張金莉家）
: 0435-365-265/週五晚 7：30
感恩：金莉 培訓順利收穫很大/Wesley 工作中能將福音傳遞出去
代禱：Amanda 求主擴張我的身量，有新的突破並保守 Charles 工作時間的調配
能有多一點時間為主作工/美芳 求主讓我更明白祂的心意，做好妻子的本
分，且保守先生 Berry Lee 身體健康，並帶領我的家人及夫家的人都能信主/
小康 姪女學習有智慧與效果/Pini 宣告弟弟得救，全家蒙福/金莉 求主保守
媽媽身體更健康/鄭潔 感謝主讓小孩有個豐盛的假期，求主帶領我父母更深
的認識主保守他們的身體/Lynn 求主保守爸爸身體一天比一天進步/親親
求主保守先生身體健壯，靈魂興盛/Joann 求主保守出差期間出入蒙福、平安
/Tracy 求神保守前面的道路，堅固信心與神同在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地點：恩典堂會議室）
: 0435-252-277/週六晚 7：30
感恩：感謝神 Lisa and Helen 快樂回到我們當中/Mei 和寶寶平安出院
代禱：求神為弟兄姐妹在 Eastwood 青蘋果福音的服事中，為主更多收獲靈魂，
記念大家的擺上/求神賜智慧和恩典保守 Kenneth 和 Tanya 的考試/醫治 Adele
的眼睛，賜她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忙碌而不勞累/醫治 Mei 的傷口，保守
她盡快復原/保守星星在美國的行程，有美好時光，平安回到我們當中

西區喜樂家庭小組（地點：李瑞峰夫婦家）
: 0403-947-555/週四早 10：30
感恩：歡迎周煒來到我們小組！讚美感謝神她在會後決誌相信耶穌，成為天父
的女兒/雅男 在錢財上得豐盛/Tammy 感謝主讓我和兒子開始有互動，安排
牙醫時間在小組時間之外，能順利參加小組/安妮 感謝神讓我丈夫拿到路考
證/桂珍 感謝神帶領我來到喜樂小組，讓我更親近神，經歷祂奇妙恩典/周
煒 感謝 Ivy 和趙玲帶我來到喜樂小組，可以與神接近，感謝媽媽為我的家
庭美滿幸福每日禱告/付銳 感謝主賜給我和家人恩典與祝福/恩惠 感謝神
讓大兒子&媳婦在婚禮過後傳福音給姐姐，在很奇妙情況下她信了耶穌，喜
樂的飛回加拿大
代禱：雅男 求主幫助我在生培學習有智慧/Tammy 求主讓我和大兒子的溝通在
未來有來自主的恩典/安妮 求主賜我智慧聰明學英語/桂珍 求神賜給我家
人健康幸福/趙玲 求主醫治滕俊原的腰腿疼/周煒 求神幫助我，賜予我充沛
的精力去面對未來的所有困難/付銳 求主加給我及家人力量，讓我們一家能
同心合一活出主的榮耀/恩惠 主祝福 Eastwood 的青蘋果節慶所有服事一切
順利，榮耀主名
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地點：瑾妮家）
: 0431-996-006 /週五晚 7：30
感恩：新朋友 Jericho、Jenny、KiKi、小君參加小組聚會，Shawna 通過 Skype 跟
我們一起聚會/Shawna 這個禮拜過得很充實/Cecilia Yang 假期過得很好
/Jenny Chang 能參加小組認識到很多新朋友/Cindy 感恩媽媽來澳洲能天天吃
到媽媽煮的飯/Raymond、Nicole 在夫妻恩愛營中得著很多/Nick 這週 trading
賺了錢/Dillon 為 shuling 婚禮司琴，見證幸福的瞬間；生日收到很多驚喜和
祝福/Brenda 這週平安/Jay Jay 很快能回國渡假/Yuki 感恩表妹小君願意去教
會/小君 很開心參加小組，認識到很多新朋友/Erika 很開心參加見證到志成
淑鈴的婚禮/Jinni11 月開始新工作/Brian 感恩小組組員很早來到教會幫忙排
場地，並且能很快很好的完成/Valerie 能參加 Shuling&Chih 的婚禮，感謝身
邊能有很多很好的弟兄姊妹
代禱：Shawna 與丈夫相處越來越好/Cecilia Yang 希望爸爸生意能好轉/Jenny
Chang 能儘快找到好工作/Cindy 媽媽可以去教會；工作更有智慧/Raymond
父母能信主/Nicole 工作更有智慧/Nick 下週 trading 能賺更多錢/Dillon CPA
考試能順利通過/Yuki，Sam 希望 Sam 的論文順利以及獎學金申請順利/小君
學業順利/KiKi 有智慧重新選擇進修還是繼續工作/Brenda 更能抓住神的話
/Jay Jay 希望所有功課得到好成績/Erika 希望小組的新朋友可以很快感受到
耶穌的愛/Jinni 能很快適應新工作；服事有智慧/Brian 後院下水道能盡快修
好/Valerie 每天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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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以賽亞職青小組（地點：教會辦公室）
: 0451-119-366 /週六晚 5：30
感恩：淑玲婚禮順利舉行/Shuling 婚禮充滿恩典/Sherry 有收到电子琴和免费去
健身房/Mandy很感動組員積極參與每樣服事，接受挑戰，每位生命都成長，
有大突破/Duffy 忙碌中能有時間休息/Sean Cui 身旁有很照顧的弟兄姊妹
/Sean Tsai 申請到理想學校/Claudia 父母安全到家/ Jade 認識，感悟到了很
多/Stanley主日證道有得著/Michael 辦完活動睡好覺
代禱：Shuling 家人在雪梨能接受傳福音/Claudia 家人信主/Mandy 工作量可以每
天平均/Duffy，Sean Cui&Sherry 工作有智慧/Sean Cui 好朋友可以順利通過
CPA 的考試/Cecilia 妹妹順利找到合適的工作/Stanley 身體和靈魂興盛
/Claire 好的休息/Sean Tsai 祈求考試順利/Jade 用更柔和順服的心去與人相
處/Michael 小妹及妹夫蜜月旅途平安快樂/Emily Lin 在任何時候都能很好的
調適自己
北區尼希米職青小組（地點: 盈方家）
: 0450-959-717 /週五晚 7：30
感恩：Ally 錢失而復得/Joe 公司有新同事加入/ Julie 感受到神的大愛，意外得
到大家幫助可以參加 Shuling 婚宴/ Simon W 主日講道有得著/ Leah 親眼看
見被聖靈充滿感覺，更加堅定對神的信心/ Jerry 和許久不見的老朋友聯絡
/Lee 各種平安喜樂/Yvonne 再次做青蘋果小姐，周末與姊妹們有很好的交流
代禱：J&A 家人健康/ Julie 與神同工，有智慧和恩賜參與服事/ Simon W 更多尋
求神的心意/Leah&Yvonne 在青蘋果節活動中，吸引更多朋友認識神，壯大
西區/ Jerry 公司老闆不在期間有能力勝任/Lee 依靠讀經和禱告讓神做主，
凡事讓神做主/Yvonne 能與神成為密友，行為與信心要有一致性，Ryde 地區
執政掌權的權勢得著神的更新並且行在神旨意
北區房角石學青小組（地點: 大衛家）
 :0402-873-080 /週六下午 4：00
感恩：Jack 和 David 神賜心中有平安/Jason 學校和工作事情都順利/Sarah 完成了
生培第一個課程/Siying 爸爸平安來到澳洲/Rae 有不錯的一個禮拜/Cindy 感
恩媽媽在澳洲/Emily 跟父母相處得很好/Sunny 一切順利/Eunice 父母有很
愉快的一個星期，自己工作順利/Jake assignment 得到別人很好的幫忙/Ronsie
婚禮拍攝順利/Rose 感恩心情愉快沒有壓力
代禱：Jack 願神保守工作順利並能有進步/David 願平安常在心/求神保守 Jason，
Rae，Sunny 和 Jake 的功課/Sarah 希望快點找到 placement/Siying 找工作事宜
順利/願神看顧 Rae，Ronsie，Eunice 家人和本人身體健康/Cindy 工作考試傳
福音有智慧/Emily 願 Granny Smith parade 一切順利/Sunny 睡眠品質需要變
得更好/Jake 求神幫助保持好的態度/Rose 願神能監督自己不懶惰，健身練
腹肌有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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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以琳學青小組（地點：周亦凡家）

: 0430-132-883 /週五晚 7：30

感恩：Cecily 作業和 report 結果不錯/Jean 媽媽下星期回來/Parry 有空閑去釣魚
/Lynn 小女兒 Carmel 睡眠很好/Mark 這週過的很好/Herman 特會有很多領受
/Licca 有愛我的耶穌和家人/Kitty 高興下週回家
代禱：Cecily 回家後為嬸嬸找到合適的教會/Jean 緩解工作疲勞/Lesley 家人簽證
順利/Parry 回國的預備/Mark 保守出差平安順利/Herman 更多力量和恩膏面
對前面的路/Licca 耶穌掌權/Lynn Vineyard 情緒穩定/Fiona 學習上有神的看
顧/Kitty 回來後情緒不會太差
西區以利沙學青小組（地點：張靖家）

: 0435-220-313 /週六下午 4：00

感恩：Wendy 開車很平安/Allen 有牧師禱告，回復精力和體力/Maggie 靈修有得
著/Tina 間接漲工資/小玉 跟父母有好的相處/Alex 工作每天都喜樂滿滿，以
及每天都可以吃到媽媽做的好吃的
代禱：Wendy 可以很好的完成功課/Allen 提高學習效率，管理好時間/Maggie 神
保守媽媽的身體，釋放她的情緒。以及自己更多聆聽神的聲音，明白祂的心
意/Tina 有智慧處理各樣的事並合理安排時間/小玉 為人處事都有智慧/Alex
求神保守媽媽回國的腳步，媽媽回去後自己有更好的狀態可以去靈修和服事
北區約瑟少年小組（地點：教會）

: 0423-123-313 /週日下午 12：40

Thanksgiving：Xinglu and Stella enjoyed their time overseas in the holidays and are safely
back in Sydney.
Prayer：Please continue to keep praying for our HSCers Daniel，David F，David W，
Jennifer and Ray. May God presence be with them and continue to guide them
through exam and study. May God sustain them, give them strength, wisdom and
perseverance.
北區兒童主日學（地點：教會）

: 0421-905-557 /週日早 10：30

感恩：小朋友學會順服
代禱：更多的小朋友能來參加主日學
西區兒童主日學（地點：教會）

: 0403-947-555 /週日下午 2：30

Prayer : may God make children know of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will try every
efforts to live in pe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