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羅馬書 Romans 8:9-17               講員：李守博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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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一神的工作 Trinity God's work 

1. 父神：設計、創造與運作 
The Holy Father: Design, creation and operation 

 
2. 聖子：救贖、預備與再來 

The Holy Son: Redemption, preparation, and return 
 

3. 聖靈：成聖、得勝與完全 
The Holy Spirit: Sanctification, victory and perfection 

 
 
二、 聖靈的內住：幫助我們成聖  

  Inheritance of the Holy Spirit: Help us sanctify 

1. 重生及做神後嗣 
Reborn & become the heir of God v11, v16-17 
 

2. 治死肉體及老我  
Put to death of flesh (sinful natural & old self) v13, 加 5:20-21 
 

3. 結出聖靈的果子  
Bear the fruit of the Holy Spirit v6:22, 加 5:22 

 
 
三、 與耶穌進入幔內 Entering the curtain with Jesus 

1. 分別出固定的時間 Spare a fix time 
 

2. 不消滅聖靈的感動 Do not put out the Spirit's fire 

 

小組討論： 

1. 我的生命是自我為中心還是被聖靈管理的？結出什麼果子？ 

2. 我知道如何與耶穌進入幔內嗎？請分享其中的經歷。 

3. 幸福小組 BEST 是被節目、美食還是我們的生命吸引留下來？ 

主日崇拜 程序 

一、 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宇鵬   家庭區 

二、 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三、 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卜繁泰弟兄 

四、 以受洗見證來敬拜        徐佳杭姐妹 

五、 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李守博牧師 

         講題：與耶穌進入幔內                

         Entering the curtain with Jesus  

         經文：羅馬書 Romans 8:9-17 

六、 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七、 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李守博牧師 

八、 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九、   

 

主日崇拜 程序 

 

聚會時間表  

週 

日 

禱告會 

14:00-14:30 

大禮堂 

主日崇拜 

14:30-16:00        

大禮堂 

兒童主日學 

14:30-16:15 

教室 

週
間 

五重同工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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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所屬籃球隊 NON : 每週日下午在 Northern Suburb Basketball Association 

參加比賽，歡迎大家前往觀賽助威。諮詢何天翔弟兄 0452 598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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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耶穌進入幔內 
Entering the curtain with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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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教會目標    重新得力     穩定拓殖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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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堂將於 7 月 22 日(下週日)邀請黃彼得牧師證道，上午在北雪梨靈糧

堂，下午在恩典堂，歡迎邀請新朋友前來參加！ 

3. 感謝主！本堂將於 7 月 25 日開展『幸福收割』40 天禁食禱告，為幸福

小組最後階段的福音收割爭戰守望，禱告內容及指引將每週更新發出，

鼓勵兄姐們積極參與。請於 7 月 22 日前向各小組長認領禁食時段，同

心經歷福音的大能，預備小組分植、教會植堂代禱。 

4. 教會現有半職總務的職缺，歡迎本堂有服事熱情並可長期服事、英語能

力強的兄姐前來應徵，請將簡歷發至教會信箱，截止日期 8 月 30 日。 

5. 本堂幸福上路靈修本已置於主日行政桌售賣，請投 $2 自行拿取。 

6. 肢體代禱： 

a. 李牧師週二將見血液癌症專科醫師，求主止住他持續攀升的癌指數，

讓醫生有智慧做正確的安排。 

b. 感謝主！呂樂修夫婦的大女兒 Esther 雙眼鈣化手術治療順利完成，求

主保守她手術後的恢復及手術不會對眼睛造成不良影響，並得著完全

醫治，不再復發，賜平安給他們全家。 

c. 豐盛家庭小組鄭珍妮姐妹於 7 月 12 日至 31 日返台，其間小組代理人

為梁靜文姐妹，家庭區的連絡代理人為南俊峰姐妹。 

d. 目前正值中小學假期，求主讓父母親有智慧安排時間，能享受美好的

親子家庭關係。 

e. 感謝主！幸福小組已經進入第六週！18 個幸福小組已舉辦了 40 多場

的福音小組活動及茶會，目前有 7 位 Best 決志。請繼續為幸福小組同

工和福音朋友禱告，在餘下的六週把神的愛滿滿給出去，帶出個人和

社區性的影響。 

f. 恭喜！母堂中壢靈糧堂主任牧師王桂華和曾勝豐牧師將於 10 月 10 日

舉行婚禮，求神賜福他們的婚姻。 

g. 感謝主！多加永青小組 Jessie 已平安完成第二次的化療，並暫時返家。

迫切為醫院能儘速聯絡上骨髓幹細胞可配對的 4 位愛心人士，以便

Jessie 能進行幹細胞的移植治療。 

課程/ 聚會 日期 時間 地點 

五重同工之夜 本週 請各位同工根據各事工主責通知的時間地點參加， 
願神記念同工們的辛勞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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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嘉 
宇鵬 

家庭區 
智幫 漢章 李翔 靜文 呂邦 

豐盛家庭 
+周煒+友丹 

嘉敏 
訓芳 博恩 

喜樂 
建元
正宜 

子鵬 

下
週 

嘉敏 
于恒 
玉娥 

智幫 
冕怡 千千 

宇良 
咪咪 

金梅 志德 
伯大尼家庭 
+淑蓮+安迪 

崔寧 
宜萍 昱嘉 

喜樂 
碧爽
玲珍 

靜文 

 

 主日 
崇拜 

兒童 禱告會 
小組 7 月 8 日主日奉獻金額 

組數 人數 主日 建堂 感恩 

恩典 110 24 30 10 111 $4,452.40 
$260.00 -- 

北雪梨 109 13 24 9 74 $6,9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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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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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5日(日) 樂意饒恕的上帝  羅5:6-8, 詩86:5 

  7月16日(一) 饒恕 ? 不饒恕 ?   太6:14-15,  
                西3:13, 弗4:32 

  7月17日(二) 生氣卻不要犯罪  弗4:26-27, 詩37:8-9 

  7月18日(三) 不饒恕生出毒根  來12:14-15 

  7月19日(四) 不當審判官      路6:37, 羅12:19 

  7月20日(五) 上帝償還        詩18:24,  
                箴19:17, 路6:35 

  7月21日(六) 饒恕是無條件    太18:21-22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信望愛 

家庭 

生命樹 

家庭 

伯大尼 

家庭 

豐盛 

家庭 

恩典 

家庭 

以諾 

家庭 

喜樂 

家庭 

比撒列

學職青 

和散那

學職青 
JJ 

聯合 

5 13 13 9 16 7 9 12 8 19 

本週背誦經文   羅馬書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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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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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以諾家庭小組（地點：Zetland）                         週五晚 7:30 

感恩： Candy 姐妹們有美好的聚會，彼此代禱，神垂聽我們的禱告/Ally 週末

有許多免費活動參加，大人小孩都玩得開心，拿到一些免費的寶寶用

品，與姐妹有好的聚會/Stephanie 我生病但很快恢復；Joanne 第一學期

的表現很好/Jenny 有新朋友願意參加小組活動，一家人團聚很開心。 

代禱： Ally 每晚有好睡眠/Candy 求神幫助我們渴慕神/Stephanie Don 的工作，

Stephanie 找到合適工作；Anna 找到 CC/Jenny 小組兄姊更加親近神。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 （地點：West Ryde 西區教會）             週六晚 7:30 

感恩： May 神預知 May 的爸爸快離世，而好順利的幫郭家安排好時簡，讓阿

美能夠回去一趟傳福音。感恩神一值都護著孩子們。妹妹因為吵鬧發

燒而搞到心急的媽媽錯手給了雙倍的藥品給妹妹服用。哥哥被妹妹傳

然發燒。幸好兄妹兩都沒發生大事兒還恢復的挺快。 

代禱： May 的媽媽找到好幫手讓她盡快幫出去老宅。求主保守 May 的媽媽的

需要，賜她平安。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 （地點：Eastwood）                       週五晚 7:30 

感恩： Lynn 每天靈修有得著/茜茜衣食無憂/Amanda 神的公義公平彰顯在凡

事敬畏祂的人身上/燕華 學校假期有人幫忙看孩子們，也感恩有教會

姐妹的鼓勵/金梅 和家人享受假期。 

代禱： Lynn 出外旅遊的每個家庭平安愉快，假期有智慧安排時間，跟孩子相

處和平愉快/茜茜 求神幫助我更清楚明白祂的心意/Amanda 求神的手

引導供應在找工作中的弟兄姊妹，在假期中的家人平安健康喜樂/燕華

願神為 Ben 和我預備合適的工作/金梅 求助賜各樣的幫助給小組有需

要的兄姊，以及看顧 Annie 下兩週的實習/Laura 求神為老公 David 預備

合適的工作。 

西區喜樂家庭小組 （地點： Gladesville）                      週五早 10:00 

感恩：立芹姐妹的跟進，張姐和寶英喜樂的加入小組。 

代禱：求主賜下能力智慧時間及奉獻精神給每位喜樂姐妹們，廣傳主的福音。 

西區兒童主日學 （地點：West Ryde 西區教會）               週日下午 2:30 

感恩：孩子們認真上課/新老師們認真參與。 

代禱：生病的孩子都得醫治/孩子們認識上帝，敬畏神。 

西區豐盛家庭小組（地點：Eastwood 中心）                  週五晚 7:30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 （地點：Eastwood）                       週五晚 7:30 

西區和散那學職青小組 （地點：Eastwood）                     週五晚 7:30 

JJ 少年小組（地點：North Strathfield）                      週六下午 6:00 

            1503 宣教網絡 2018 年 7 月 15 日 

1503 幸福小組                                                       

感恩：神將人數不斷增加到幸福小組中。 

代禱：新朋友能穩定參加小組，神軟化他們的心。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Chatswood）                   週五晚 7:30 

感恩： 親親 Best 開始進入教會/Penny 身邊接觸的人都是優秀和善良，常常

感受到溫暖/Carmen 感謝主丈夫回家有好的相聚，幸福小組姊妹們有美

好的配合/ Bonnie 車子被撞兩次安然無恙。休息日和孩子有美好時光。 

代禱： 親親 聖靈更大的工作, 誏幸福小組的運作，充滿福音的大能/Penny 即

將開啟的滑雪旅程一切順利，孩子老人身體健康。哈拿 的婆婆戰勝疾

病，早日恢復健康/Carmen 服事有智慧，幸福小組領更多人信主。丈夫

工作有主賜智慧和能力。大兒子溫書貼題，順利考上大學，小兒讀書

有智慧/Bonnie 孩子能敞開心接受穌。 BEST 能經歷神，幸福小組同工

透過服事，與神更親密。 

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地點：Lindfield）                       週三早 10:00 

感恩： 歡迎翁弟兄前來參加小組/彭牧師 已減輕拔牙後的疼痛，並參加小組

聚會/海萍 的大外孫已從美國的音樂學院放假中平安抵家，並參加澳

洲的鋼琴競賽/Linda 已恢復小組聚會，並完成房屋的修繕，且透過仲介

順利出租/可耐 繁忙的照顧家及孫兒們，並仍堅持參加小組聚會/昌敏

及丁媽媽長期開放家供小組及幸福小組聚會。 

代禱： 海萍 大外孫的鋼琴競賽，能獲得奪冠的好成績/彭牧師 拔牙後續治療

能平安順利/秋月 儘速平安返回雪梨。 

北區路加職青小組 (地點：Chatswood)                      週六下午 4:00 

感恩： Brenda 身體健康，讀生培有亮光/Ingrid 和家人聚餐快樂，週末上課順

利/James 感謝在我人生走到低谷時，遠方的朋友會願意花時間開導我，

我身心靈漸漸恢復以往/Linda 神的安排和時間是多麼奇妙。 

代禱：Brenda Hillsong Conference 有得著/Ingrid 休息，讀經有得著/James 無論

是工作上還是學習上都能有更好的進展/Linda 在工作方面有神的領導

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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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以西結職青小組（地點：Chatswood）                     週四晚 7:00 

感恩： Sarah 生日很驚喜朋友的愛很溫暖/Fiona 這段時間接收到親人和朋友

們的關心不斷 /Vivan 生活充實在悉尼有大家的關心 /Ronsie 和朋友

catch up 家人和睦/Eddie 又和大哥相見/Simon 出差籌備順利/Helen 有

朋友來接我回家。 

代禱： Sarah 上帝看顧帶領前方道路和麵試機會/Fiona 父母探親簽證辦理順

利/Vivan 外公身體和治療/Ronsie 家人朋友健康和救恩；未來工作方向

/Eddie 入籍面試和考試順利；山歌營會有得著/Simon 人際關係/Helen 

週五聚會順利，一切平安。 

北區耶利米職青小組（地點：Chatswood）                     週四晚 7:00 

感恩： Val 崔 bb 有規律的睡眠時間/Kmen 工作有智慧/Simon 完成忙碌一年

/Abrren 工作有動力學習、有朋友推薦好機會、父母生活愉快/Claudia 跟

同事相聚很開心/Cindy 弟弟平安回到香港 

代禱：Val 身體健康/Kmen 有規律的作息時間/Abrren 有智慧迎接新挑戰且計

劃好社團事、考試有進步/Simon 考英文/Claudia 求神帶領前方道路

/Cindy 工作服事專注有效率。 

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地點：Gordon）                        週五晚 7:30 

感恩：Emily 輕鬆上班/Dillon & Litty 感恩 Eric & Linda 平安回到我們中間，有

新朋友來小組，幸福小組的活動進展順利/Beecham 幫組到客人成功獲

批貸款/Eric & Linda 感恩 Eric 找到工作/Sarah 工作有新挑戰/Dorothy 

與朋友有好的相聚時間。 

代禱：Emily 家人身體健康/Dillon & Litty holiday 的安排，睡眠質量可以更好

/Beecham 健身有成效/Eric & Linda 求主帶領找到安定的住所& Linda的

工作/Sarah 處理事情有智慧情緒管理/Dorothy 身體健康，工作和生活上

有智慧。 

北區兒童主日學 （地點：Chatswood 北區教會）              週日早 10:30 

感恩：孩子們享受兒主的遊戲。 

代禱：孩子們學校假期能善用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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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比撒列學職青小組（地點：Strathfield）                   週五晚 7:30 

感恩： Maggie 媽媽來悉尼 工作時間可以更靈活調整/Michael & Tina Michael

外公恢復順利很快出院；馨馨斷奶成功可以自己入睡不用哄；Tina 媽

媽平安來到悉尼。 

代禱： Maggie 工作更有效率/Michael & Tina Michael 肩膀疼痛得醫治，公司未

來發展，講道預備有神的啟示；堅固 Best 的心可以持續來幸福小組。 

中區雅各學青小組（地點：Ultimo）                          週五晚 7:30 

感恩： Miya 天氣很好身體健康 /Yan 假期生活悠閒 /Matthew final 成績還

ok/Edmund Samuel 健康成長，工作順利/Eunice 和父母有美好溝通，父

母生活開心/Nancy 拿到了 L 牌！和家人一起有愉快的時間/Rose 與朋

友家人有美好的相聚/Gwen 好朋友從日本順利回來。 

代禱： Miya 更親近神/Yan literacy 考試準備充分，更親近神/Matthew 情緒管

理旅途愉快平安遇事有智慧/Edmund 有智慧處理遇到的事情/Eunice 

順利找到房子，父母辦理簽證順利/Nancy 去日本旅行順利/Rose 家人

關係和睦，家人信主/Gwen 感冒快好身體強壯～享受生活中的樂趣。 

中區信望愛家庭小組（地點：Hurstville）                   週六下午 4:30 

感恩： Sydney 女兒已經看到耶穌基督的重要性了，而不再是世上的事了

/Sandra 雖然忙碌，但是神的恩典滿滿/Sophia 兒子考上自選第一志願

/Peony& Kenny 家人關係開心融洽。 

代禱：Sydney 盡快批下永居簽証，恩恩更認識神，典典更有耐心/Sandra 求神

幫助兒子能學習控制情緒/Sophia 願能趁假日結束前編輯趕完下學期整

個十週材料細節/Kenny完成一年的實習功課，感冒咳嗽得醫治/Peony同

事 Jovanna 繼續參加小組。小組為 Best 名單禱告，求聖靈動工帶領幸

福小組，又為阿威信仰紮根。 

中區生命樹家庭小組（地點：North Strathfield）               週六下午 6:00 

感恩： Harvey 公司老闆遵循上帝法則，行出合乎公義的決定/Lina 上帝賜話語

意外中有平安/Brenda 聽到之前來旅遊的好朋友回國後對基督信仰很

感興趣/Beryl Jonathan 生病看醫生經歷恩典，妹妹沒有被傳染.。 

代禱：Harvey 求主堅定老闆的信心，保守他的心免受惡者攻擊，繼續按真理

而行事，彰顯神的榮耀/Linna 身體穩定學校假期有體力照顧孩子們

/Brenda 好朋友在國內找到合適教會，全家信主; Samuel 最近要長牙，

晚上睡眠不太好，求神幫助他雖然長牙齒會難受，但可以順利度過，

有好的睡眠/Beryl Jonathan 完全得醫治，新朋友穩定參加幸福小組有得

著經歷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