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約書亞記 5:1-9 講員: 蘇輝 牧師

講員：李守博牧師

主日崇拜 程序

一、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以利沙學年小組

二、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李如詩 姐妹

三、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四、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蘇輝 牧師

五、講題：分別為聖的記號

經文：約書亞記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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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時間表

週日
禱告會
14:00-14:30
大禮堂

主日崇拜

14:30-16:15
大禮堂

裝備課
16:30-17:30
教室/禮堂

兒童主日學

14:30-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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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herty

Centre, Chatswood
西區：林正宜家

太平紳士（JP）認證簽名：陳安德烈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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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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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聖的記號

一、從失敗進入得勝

1. 過紅海預表洗禮 v 1

2. 過約但河預表被聖靈充滿 v1

二、割禮 V 4-9

1. 立約

2. 除去埃及的羞辱

三、割禮的儀式對今日基督徒的意義

1. 洗禮

2. 聖靈充滿

3. 充滿聖靈的大能

小組討論：

1. 你如何克服你生命中輭弱?

2. 你如何處理生命中的羞辱, 又被聖靈充滿?

3. 你如何經歷聖靈的大能?

http://www.1503.org.au


2014 年教會目標 得地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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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堂要先築壇！第一次中區復興禱告會將於本週三 7點半在樊雨萱家舉行，
地址：10A/2-8 Beresford Rd, Strathfield，路邊均可免費停車。歡迎各位兄姐
踴躍參加各區週間復興禱告會！您將會經歷聖靈充滿、得著方言、並有醫
治釋放服事。請攜帶聖經及當週禱告文（參週報夾頁）。

3. 本堂今年『得地為業』家庭營將於 3 月 28-30 日在山明水秀的 The Tops
Conference centre 舉行，特邀台北真道教會朱植森牧師為講員，透過說預
言，醫病等恩賜，幫助兄姐經歷聖靈充滿，病得醫治等神蹟奇事。報名人
數截至上週日已超過 200人！即日起開放日間訪客報名，截止日期 3月 16
日。成人(13+) $60，學生(6-12) $50，兒童(3-5) $20。詳情報名請洽小組長並
統一向 Maggie 繳費。

4. 請所有參加家庭營的兄姐，務必在營會前聽完教會網站上的特別講題，特
別是朱牧師及聖靈系列，若有任何問題請洽小組長。http://goo.gl/WQkLze

5. 2014十月福音短宣暨台北靈糧堂 60週年慶系列特會於今日開始報名，截止
日期為 4月 5日，想體驗短宣並參加多場屬靈盛宴的兄姐，機會難得趕快
報名！報名方式及詳情請參公佈欄。

6. 3 月家庭營受洗報名截止於今日。 請欲報名的兄姐務必填寫完整的受洗申
請表格和兩張 1寸照片向小組長報名。

7. 連續六堂《選對終生伴侶》課程主日後 4點半於對面小教室開始上課。課
程將讓大家明白哪些難有美好結果的感情，愛情中致命迷思及感情中承諾
委身的重要性。此課僅限單身兄姐參加。

8. 本堂『奉主名求』40天連鎖禁食禱告將於本週三開始，禱告手冊$5/本，詳
情請諮詢各小組長，請大家積極參與為家庭復興代禱。

9. 感謝主！3月聯合同工會已順利舉行，會議記錄請參公佈欄，請繼續為教會
植堂代禱。茶點部核心同工會已於昨日順利舉行。關懷同工聯誼會將於下
週日，下午 5 點至 7 點半在 Miriam Park （Corner of Miriam Rd & Reserve
St ,West Ryde）。請關懷同工們參加，詳情請洽鄭碧妮。

10. 肢體代禱：
a. 感謝主!君慈師母已於上週四出院，求神繼續保守師母並看顧身體不適的
兄姐及家人！

b. 恭喜吳緯煦和黃寬容就讀堪培拉大學！現已移居，願神保守帶領他們的
生活和學習！

1. 榮耀書房三月特價活動，所有產品全部 8折，活動截止於 3月 17日，歡迎

兄姐支持福音機構。

2.『歸家』天歌 2014雪梨音樂見證會將於 3月 22日下午 3點（佈道會）及晚

上 7點半（培靈會）在市政廳舉行，請大家為大會籌備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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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行
以利沙

學青

星語

國瑋

以利沙

學青

約書亞

少年

米娜

亦凡
李鷗

米娜

徐星

鄭碧妮

林志成 蔣煦

下週 祥芬
樂修

尼希米

星語

君敏

尼希米

職青

恩典

家庭

佩真

小雪
顧放

建元

正宜

王盈方

遇雅男 胡萍珍

含什一奉獻 34 筆；感恩奉獻 -- 筆；建堂奉獻 1 筆

教會經常費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BLCCNS，銀行轉賬：BSB：062140，帳號A/C No.：1096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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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9日 (日) 約書亞記 4：1-10

3月 10日 (一) 約書亞記 4：11-24

3月 11日 (二) 約書亞記 5：1-9

3月 12日 (三) 約書亞記 5：10-15

3月 13日 (四) 約書亞記 6：1-11

3月 14日 (五) 約書亞記 6：12-21

3月 15日 (六) 約書亞記 6：22-27

1503 宣教網絡 2014年 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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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典 106 7 22 20 8 90 $2331.70 $110

北雪梨 136 21 32 38 11 122 $2675.40 $140

信望愛

家庭

喜樂

家庭

恩典

家庭

伯大尼

家庭

尼希米

職青

以利沙

學青

以琳

學青

約書亞

少年

12 15 24 7 11 14 7

本週背誦經文本週背誦經文 約書亞記約書亞記 55：：99

耶和華對約書亞說，我今日將埃及的羞辱從你們身上滾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耶和華對約書亞說，我今日將埃及的羞辱從你們身上滾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

吉甲、直到今日。吉甲、直到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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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anselmchow@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