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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一一一一、、、、以詩歌讚美來敬以詩歌讚美來敬以詩歌讚美來敬以詩歌讚美來敬拜拜拜拜                                                                恩典恩典恩典恩典家庭小組家庭小組家庭小組家庭小組    

二二二二、、、、以感恩奉獻來敬拜以感恩奉獻來敬拜以感恩奉獻來敬拜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翁玉婷翁玉婷翁玉婷翁玉婷    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三三三三、、、、以迎新報告來敬拜以迎新報告來敬拜以迎新報告來敬拜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四四四四、、、、以虛心領受來敬拜以虛心領受來敬拜以虛心領受來敬拜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蘇輝蘇輝蘇輝蘇輝    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講題講題講題講題：：：：認識你是誰認識你是誰認識你是誰認識你是誰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2:92:92:92:9----12121212    

五五五五、、、、以回應詩歌來敬拜以回應詩歌來敬拜以回應詩歌來敬拜以回應詩歌來敬拜    

六六六六、、、、以領受祝福來敬拜以領受祝福來敬拜以領受祝福來敬拜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七七七七、、、、以禱告服事來敬拜以禱告服事來敬拜以禱告服事來敬拜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聚 會 時 間 表聚 會 時 間 表聚 會 時 間 表聚 會 時 間 表         

週週週週

日日日日    

禱告會禱告會禱告會禱告會    

11114444:00:00:00:00----11114444:30:30:30:30    

大禮堂大禮堂大禮堂大禮堂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11114444:30:30:30:30----11116666::::15151515                            

大禮堂大禮堂大禮堂大禮堂    

裝備課裝備課裝備課裝備課        

11116666::::33330000----11117777::::33330000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禮堂禮堂禮堂禮堂    

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    

11114444:30:30:30:30----11116666::::15151515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週週週週

間間間間    

復興禱告會復興禱告會復興禱告會復興禱告會        週三週三週三週三 19191919:30:30:30:30    
各小組聚會各小組聚會各小組聚會各小組聚會    

請參內頁小組請參內頁小組請參內頁小組請參內頁小組    

感恩代禱感恩代禱感恩代禱感恩代禱    

生命培訓學院生命培訓學院生命培訓學院生命培訓學院    
週六週六週六週六 9:009:009:009:00    

教會辦公室教會辦公室教會辦公室教會辦公室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譚瑾妮家譚瑾妮家譚瑾妮家譚瑾妮家    

ChatswoodChatswoodChatswoodChatswood 

西區西區西區西區    

林正宜林正宜林正宜林正宜家家家家    

EastwoodEastwoodEastwoodEastwood    

中區中區中區中區    

翁玉娥翁玉娥翁玉娥翁玉娥家家家家    

RockdaleRockdaleRockdaleRockdale    

    我們的異象我們的異象我們的異象我們的異象：：：：建立充滿真愛與能力的門徒教會建立充滿真愛與能力的門徒教會建立充滿真愛與能力的門徒教會建立充滿真愛與能力的門徒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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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提醒我們的身份和過去的狀況提醒我們的身份和過去的狀況提醒我們的身份和過去的狀況提醒我們的身份和過去的狀況    

1.1.1.1. 叫叫叫叫你你你你們出黑暗們出黑暗們出黑暗們出黑暗 v.9v.9v.9v.9    

    

2.2.2.2. 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 v.10v.10v.10v.10    

    

3.3.3.3. 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 v.9v.9v.9v.9    

    

4.4.4.4.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 vvvv.9.9.9.9    

    

5.5.5.5. 聖潔的國度聖潔的國度聖潔的國度聖潔的國度 v.9v.9v.9v.9    

    

6.6.6.6. 屬神的子屬神的子屬神的子屬神的子 v.9v.9v.9v.9    

    

    

二二二二、、、、    提醒我們目前的服事提醒我們目前的服事提醒我們目前的服事提醒我們目前的服事    

1.1.1.1. 要叫你們宣揚要叫你們宣揚要叫你們宣揚要叫你們宣揚 vvvv....9999    
    

    

三三三三、、、、    宣揚救恩的真實宣揚救恩的真實宣揚救恩的真實宣揚救恩的真實    

1.1.1.1. 禁戒肉體的私慾禁戒肉體的私慾禁戒肉體的私慾禁戒肉體的私慾 vvvv....11111111    

    

    

2.2.2.2. 看見你們的好行為看見你們的好行為看見你們的好行為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vvvv....12121212    

    

    
小組討論小組討論小組討論小組討論：：：： 

1. 要成為非信徒的榜樣,你需要為你的計劃做什麼變動? 

2. 你能藉著做什麼善行向鄰居作見證? 

3. 為何信徒必須要有好行為? 

    



        2222            2222010101015555 年教會目標年教會目標年教會目標年教會目標                剛強站立剛強站立剛強站立剛強站立                    同心邁同心邁同心邁同心邁向向向向                    『『『『1503150315031503』』』』

    
1.1.1.1. 竭誠歡迎第一次參加聚會的來賓竭誠歡迎第一次參加聚會的來賓竭誠歡迎第一次參加聚會的來賓竭誠歡迎第一次參加聚會的來賓，，，，一次歡迎永遠歡迎一次歡迎永遠歡迎一次歡迎永遠歡迎一次歡迎永遠歡迎，，，，會後請留步享會後請留步享會後請留步享會後請留步享

用茶點彼此分享用茶點彼此分享用茶點彼此分享用茶點彼此分享，，，，歡迎參加小組歡迎參加小組歡迎參加小組歡迎參加小組；；；；如需英文同步翻譯器如需英文同步翻譯器如需英文同步翻譯器如需英文同步翻譯器，，，，請至影音桌請至影音桌請至影音桌請至影音桌

領取領取領取領取。。。。    

2.2.2.2. 墨爾本約明基督教會的蔡坤助主任牧師將於下週日蒞臨本堂進行證墨爾本約明基督教會的蔡坤助主任牧師將於下週日蒞臨本堂進行證墨爾本約明基督教會的蔡坤助主任牧師將於下週日蒞臨本堂進行證墨爾本約明基督教會的蔡坤助主任牧師將於下週日蒞臨本堂進行證

道道道道，，，，上午在北雪梨靈糧堂上午在北雪梨靈糧堂上午在北雪梨靈糧堂上午在北雪梨靈糧堂，，，，兩場信息不同兩場信息不同兩場信息不同兩場信息不同。。。。    

3.3.3.3. 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10101010 月聯合同工會月聯合同工會月聯合同工會月聯合同工會已於昨日已於昨日已於昨日已於昨日順順順順利舉行利舉行利舉行利舉行，，，，請繼續為教會及請繼續為教會及請繼續為教會及請繼續為教會及

同工團隊禱告同工團隊禱告同工團隊禱告同工團隊禱告！！！！    

4.4.4.4. 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上週本堂收到一位姊妹上週本堂收到一位姊妹上週本堂收到一位姊妹上週本堂收到一位姊妹 AU$50000AU$50000AU$50000AU$50000 的奉獻的奉獻的奉獻的奉獻，，，，這是她將出售房這是她將出售房這是她將出售房這是她將出售房

屋所獲利的十一奉獻屋所獲利的十一奉獻屋所獲利的十一奉獻屋所獲利的十一奉獻。。。。    

5.5.5.5. 現任牧師助理因結婚將於現任牧師助理因結婚將於現任牧師助理因結婚將於現任牧師助理因結婚將於 10101010 月底離職月底離職月底離職月底離職，，，，現誠招本堂有負擔做牧師助現誠招本堂有負擔做牧師助現誠招本堂有負擔做牧師助現誠招本堂有負擔做牧師助

理的兄姊理的兄姊理的兄姊理的兄姊，，，，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包括包括包括包括擔任主任牧師擔任主任牧師擔任主任牧師擔任主任牧師個人個人個人個人助理助理助理助理，，，，處處處處理教會行理教會行理教會行理教會行政政政政事事事事務務務務

((((行行行行政政政政事事事事務大綱務大綱務大綱務大綱請參請參請參請參公佈欄公佈欄公佈欄公佈欄))))，，，，要要要要求個性求個性求個性求個性為為為為 SSSS 和和和和 CCCC，，，，須須須須有服事有服事有服事有服事熱情並可熱情並可熱情並可熱情並可

長期長期長期長期服事服事服事服事，，，，請有負擔的兄姊將請有負擔的兄姊將請有負擔的兄姊將請有負擔的兄姊將簡歷發簡歷發簡歷發簡歷發至教會至教會至教會至教會郵箱郵箱郵箱郵箱，，，，詳情詳情詳情詳情請請請請洽洽洽洽牧師助理牧師助理牧師助理牧師助理。。。。    

6.6.6.6. 2015201520152015『『『『建造榮耀建造榮耀建造榮耀建造榮耀的教會的教會的教會的教會』』』』大洋洲大洋洲大洋洲大洋洲靈糧靈糧靈糧靈糧特特特特會將於會將於會將於會將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3232323----25252525 日在日在日在日在奧克蘭奧克蘭奧克蘭奧克蘭

恩恩恩恩泉泉泉泉靈糧堂舉行靈糧堂舉行靈糧堂舉行靈糧堂舉行，，，，請請請請代代代代禱禱禱禱大大大大會會會會籌備籌備籌備籌備順利以及報順利以及報順利以及報順利以及報名名名名參加的兄姐們參加的兄姐們參加的兄姐們參加的兄姐們旅途平旅途平旅途平旅途平

安並安並安並安並有有有有豐富豐富豐富豐富的得的得的得的得著著著著。。。。    

7.7.7.7. 全全全全教會聖經禱教會聖經禱教會聖經禱教會聖經禱讀讀讀讀《《《《彼得前後書彼得前後書彼得前後書彼得前後書》》》》於於於於今今今今日日日日開始開始開始開始，，，，詳情詳情詳情詳情請請請請洽各洽各洽各洽各小組小組小組小組長長長長。。。。    

8.8.8.8. 本堂本堂本堂本堂『『『『幸幸幸幸福家庭福家庭福家庭福家庭重建重建重建重建』』』』30303030天連鎖天連鎖天連鎖天連鎖禁禁禁禁食食食食禱告禱告禱告禱告，，，，將於本週二結將於本週二結將於本週二結將於本週二結束束束束，，，，請請請請大大大大家家家家

把握把握把握把握機機機機會會會會積極積極積極積極參參參參與與與與，，，，為家庭為家庭為家庭為家庭復興復興復興復興禱告禱告禱告禱告，，，，詳情詳情詳情詳情請請請請洽各洽各洽各洽各小組小組小組小組長長長長。。。。    

9.9.9.9.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各各各各位兄姊位兄姊位兄姊位兄姊積極積極積極積極參加週參加週參加週參加週間復興間復興間復興間復興禱告會禱告會禱告會禱告會！！！！您您您您將會經將會經將會經將會經歷歷歷歷聖靈聖靈聖靈聖靈充滿充滿充滿充滿、、、、得得得得著著著著

方言方言方言方言、、、、並並並並有有有有醫治釋放醫治釋放醫治釋放醫治釋放服事服事服事服事。。。。請兄姊請兄姊請兄姊請兄姊攜帶攜帶攜帶攜帶聖經及聖經及聖經及聖經及當當當當週禱告文週禱告文週禱告文週禱告文（（（（參週報參週報參週報參週報夾夾夾夾

頁頁頁頁））））。。。。    

10.10.10.10. 肢肢肢肢體體體體代代代代禱禱禱禱：：：：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並大並大並大並大家的家的家的家的代代代代禱禱禱禱！！！！李李李李牧師上週牧師上週牧師上週牧師上週骨髓穿刺骨髓穿刺骨髓穿刺骨髓穿刺及及及及多項檢查均多項檢查均多項檢查均多項檢查均

順利順利順利順利完成完成完成完成，，，，本週本週本週本週五五五五還還還還需做一次需做一次需做一次需做一次核磁共振檢查核磁共振檢查核磁共振檢查核磁共振檢查，，，，最最最最後的後的後的後的總總總總報告將於報告將於報告將於報告將於 11111111

月月月月 3333 日見日見日見日見專科醫專科醫專科醫專科醫師師師師時時時時出出出出爐爐爐爐，，，，目前目前目前目前仍仍仍仍繼續服繼續服繼續服繼續服藥藥藥藥。。。。請請請請大大大大家繼續家繼續家繼續家繼續求求求求神神神神彰顯祂彰顯祂彰顯祂彰顯祂

的的的的大能和榮耀大能和榮耀大能和榮耀大能和榮耀同心來禱告同心來禱告同心來禱告同心來禱告。。。。    
    

    

『『『『愛我中華愛我中華愛我中華愛我中華』』』』大型大型大型大型音音音音樂樂樂樂見證見證見證見證晚晚晚晚會會會會由澳洲由澳洲由澳洲由澳洲福福福福樂華人樂華人樂華人樂華人工工工工商商商商聯會及聯會及聯會及聯會及華人復興華人復興華人復興華人復興

聯合團隊主聯合團隊主聯合團隊主聯合團隊主辦辦辦辦，，，，將於下週六將於下週六將於下週六將於下週六晚晚晚晚 6666 點點點點半半半半在在在在奧林匹克奧林匹克奧林匹克奧林匹克體體體體育育育育館館館館舉行舉行舉行舉行，，，，詳情詳情詳情詳情請請請請

參參參參公佈欄公佈欄公佈欄公佈欄。。。。    

    

會前禱告會前禱告會前禱告會前禱告    主領主領主領主領    
音控音控音控音控////    

助手助手助手助手    

投影投影投影投影////    

助手助手助手助手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場地場地場地場地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茶點茶點茶點茶點    點奉獻點奉獻點奉獻點奉獻    關懷關懷關懷關懷    

本週本週本週本週    珍妮珍妮珍妮珍妮    
恩典恩典恩典恩典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星語星語星語星語    

漢章漢章漢章漢章    

恩典恩典恩典恩典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以利沙以利沙以利沙以利沙    

學青學青學青學青    

秀如秀如秀如秀如    春蕊春蕊春蕊春蕊    

崔寧小雪崔寧小雪崔寧小雪崔寧小雪    
咪麗咪麗咪麗咪麗    陳旭陳旭陳旭陳旭    

正宜正宜正宜正宜    

建元建元建元建元    

翠芬翠芬翠芬翠芬    立琴立琴立琴立琴    

淑玟淑玟淑玟淑玟    

下週下週下週下週    立彬立彬立彬立彬    
比撒列比撒列比撒列比撒列    

職青職青職青職青    

玉傑玉傑玉傑玉傑    

星語星語星語星語    

比撒列比撒列比撒列比撒列    

職青職青職青職青    

以諾以諾以諾以諾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麗蓉麗蓉麗蓉麗蓉    張敏張敏張敏張敏    

陳旭陳旭陳旭陳旭    舒亞舒亞舒亞舒亞    
舒恬舒恬舒恬舒恬    燕華燕華燕華燕華    

重賢重賢重賢重賢    

之中之中之中之中    
雅芳雅芳雅芳雅芳    蔣煦蔣煦蔣煦蔣煦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禱告會禱告會禱告會禱告會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奉獻金額奉獻金額奉獻金額奉獻金額    

週間週間週間週間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組數組數組數組數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建堂建堂建堂建堂    

恩典恩典恩典恩典    74747474    11111111    
特會特會特會特會    

22222222    8888    
115115115115    

$1760.35$1760.35$1760.35$1760.35    
$50000$50000$50000$50000    

$110$110$110$110    

北雪梨北雪梨北雪梨北雪梨    106106106106    6666    22222222    11111111    $2109.50$2109.50$2109.50$2109.50    $50$50$50$50    

主日所收奉獻主日所收奉獻主日所收奉獻主日所收奉獻金額不含網絡轉賬金額不含網絡轉賬金額不含網絡轉賬金額不含網絡轉賬。。。。含什一奉獻含什一奉獻含什一奉獻含什一奉獻    23232323    筆筆筆筆；；；；感恩感恩感恩感恩奉獻奉獻奉獻奉獻    1111    筆筆筆筆；；；；建堂奉獻建堂奉獻建堂奉獻建堂奉獻    1111    筆筆筆筆    

教會經常費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教會經常費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教會經常費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教會經常費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BLCCNSBLCCNSBLCCNSBLCCNS，，，，銀行轉賬銀行轉賬銀行轉賬銀行轉賬：：：：BSBBSBBSBBSB：：：：062140062140062140062140，，，，帳號帳號帳號帳號A/C No.A/C No.A/C No.A/C No.：：：：10966785109667851096678510966785                                                                        

建堂基金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建堂基金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建堂基金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建堂基金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BLCCNS BUILDING FUNDBLCCNS BUILDING FUNDBLCCNS BUILDING FUNDBLCCNS BUILDING FUND，，，，銀行轉賬銀行轉賬銀行轉賬銀行轉賬: B/: B/: B/: B/SSSS////B: 032090B: 032090B: 032090B: 032090,,,,    帳號帳號帳號帳號A/C No.A/C No.A/C No.A/C No.：：：：727911727911727911727911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篇篇篇篇            章章章章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    ((((日日日日))))                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1111：：：：1111----2222    

10101010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    ((((一一一一))))                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1111：：：：3333----5555    

10101010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    ((((二二二二))))                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1111：：：：6666----7777    

10101010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    ((((三三三三))))                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1111：：：：8888----9999    

10101010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四四四四))))                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1111：：：：10101010----12121212    

10101010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五五五五))))                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1111：：：：11113333----11114444    

10101010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    ((((六六六六))))                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1111：：：：11115555----11116666    
                                    

    

    

惟惟惟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聖潔的國度是聖潔的國度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是屬神的是屬神的是屬神的

子子子子民民民民，，，，要叫你們宣揚要叫你們宣揚要叫你們宣揚要叫你們宣揚那召那召那召那召你們出黑暗你們出黑暗你們出黑暗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入奇妙光入奇妙光入奇妙光明明明明者者者者的美的美的美的美德德德德。。。。    

信望愛信望愛信望愛信望愛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伯大尼伯大尼伯大尼伯大尼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恩典恩典恩典恩典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以諾以諾以諾以諾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喜樂喜樂喜樂喜樂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比撒列比撒列比撒列比撒列    

職青職青職青職青    

以利沙以利沙以利沙以利沙    

    學青學青學青學青    

約書亞約書亞約書亞約書亞    

少年少年少年少年    

『『『『1503150315031503 第三屆第三屆第三屆第三屆 OlympicOlympicOlympicOlympic 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運動會』』』』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週週週週週週週週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誦誦誦誦誦誦誦誦經經經經經經經經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2222：：：：9999        

生活守則生活守則生活守則生活守則    

言語上言語上言語上言語上        

不埋怨、不論斷、不傳話    

財物上財物上財物上財物上        

不借貸、不推銷、不作保    

處事上處事上處事上處事上        

要守時、要守約、要守密    

事奉上事奉上事奉上事奉上        

要虛心、要忠心、要同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