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證道大綱 
Sermon Topic 與神對齊 Align with God 

北、西區講員：卜繁泰弟兄 
經文：詩篇 23 

 

 

一、 與神的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God 

1. 我的牧者（v.1a） 

2. 必不致缺乏（v.1b） 

 

二、 耶和華是好牧者 God is a Good Shepherd 

1. 得享安息（v.2） 

2. 引導走義路（v.3） 

3. 渡難關得安慰（v.4） 

4. 經歷得勝（v.5） 

5. 恩慈追隨（v.6） 

 

三、 如何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  

How to Build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God 

1. 經歷神：數算主恩 

2. 親近神：靈修默想 

3. 跟隨神：完全順服 

 

 

 

小組討論： 

1. 我是否有把耶和華當作是「我的」神？ 

2. 我與神的關係如何？請分享。 

3. 我要如何與神建立並保有親密的關係？ 

主日證道大綱 
Sermon Topic 愛的實踐——明白自己的情緒 

中區講員：周天馼老師 
經文:路加福音 9:1-2，10:1、17-21 

 

 
 

一、 不要因成功歡喜 

1. 情緒与我們 

2. 成功与情緒 

 

二、 要因名份而歡喜 

1. 因名份在天上歡喜 

2. 因天上的產業歡喜 

 

三、 要因神旨意歡喜 

1. 因神的美意歡喜 

2. 因活出捨己歡喜 

3. 因生命操練歡喜 

 

 

 

 

 

小組討論： 

1. 地上的成功令我們歡喜，地上的成功有什麼特點?  對我們有益或是有損? 

2. 為什麼耶穌提醒我們不要因為地上的成功歡喜?  

3. 我們要因神的美意歡喜。我自己有哪些方面需要更多的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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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 （地點：Eastwood）                                                         週六晚 7:00 

感恩：Laura David 休息可以陪我產檢/Ben home loan refinancing 進展順利。 

代禱：Laura 願上帝繼續降下大雨，拯救澳洲這片土地/Ben 上帝憐憫澳洲，降下雨水。 

西區波阿斯家庭小組 （地點：Kellyville）                                                          週五晚 7:30 

感恩：茜茜 感謝主帶領 Harry 的工作/Lynn 新的一年新的機會。 

代禱：茜茜 求主 2020 年更多在職場上帶領 Harry/Lynn 新一年裡求主帶領小組， 家庭，工作。 

中區比撒列學職青小組（地點：Strathfield）                                                     週五晚 7:30 

感恩：Liyan 下雨了，有好的休息/Andy 有時間休息 /Michael & Tina 下雨了，假期愉快/Yuki 

下雨啦，禁食禱告有得著/Rose 下雨了/Shari 假期愉快。 

代禱：Liyan 簽證申請順利/Andy 山火控制，鍛煉身體/Michael & Tina 繼續下雨，Michael講

道順利，Tina 感冒完全得醫治/Yuki 身體健康，時間的安排/Rose 妹妹抑鬱症得醫治，

家人信主/Shari 感冒得醫治，未來路有神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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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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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耶利米學職青小組（地點：Chatswood 北區教會）                                   週日下午 2:15 

北區迦勒學職青職青小組（地點：Gordon）                                                         週五晚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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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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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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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區豐盛家庭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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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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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信望愛家庭小組（地點：Hurstville）                                                       週五下午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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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兒童主日學 （地點：North Strathfield 中區教會）                                   週日早 10:30 

1503 少年小組（地點：North Strathfield）                                                    週六下午 6:00 

小組感恩代禱 Cell Group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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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Carmen 願神的旨意在香港成就，家中恩典滿滿。 

代禱：Carmen 求主祝福以色列，耶路撒冷有平安，猶太人要復興歸信主耶穌，香港有平安，

求神為香港差派更多僕人展開醫治修復，求主止息澳洲煙火，醫治這片土地和居民，使

澳洲人能安居樂業在這片土地上，保守丈夫工作順利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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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Christine & Simon 週末有好的休息，緩解旅途疲憊/Helen 週末充實/Nick 主日有得著

/Ceci 新年新希望/Eddie & Jasmine 順利升級為三口之家，母女平安/Ronsie 新的一年。 

代禱：Christine & Simon 新一年裡神的帶領和家人健康，新州大火得救/Helen 前方道路，新

州大火得救/Nick 主賜恩雨/Ceci 賜下恩雨控制火勢，父親胃腸鏡順利/Eddie & 

Jasmine 寶寶健康成長，新洲大火得控制/Ronsie 家人健康和救恩，澳洲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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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Brenda 很棒的一個假期，和家人有美好的相處時間/Ingrid 外公順利受洗，神醫治

Ingrid 過敏症狀，神賜予好吃的給 Ingrid。 

代禱：Brenda 新年的希望可以達成，每個人身心靈都健壯/Ingrid 神醫治李牧師並賜下喜樂平

安予他。 

北區亞伯拉罕職青小組（地點：Epping）                                                       週五晚 7:30 

感恩：Emily 下雨了/Sarah 下雨了，假期有好的休息和媽媽照顧/Eric & Linda 看到姊妹分享許

多的美食終於快能吃到了，遇到學妹有很好的認識，生活平安，身體健康，Linda 買到

了喜歡的被子，Eric買到喜歡的碗/Abe & Teresa 裝了冷氣，度過炎熱的夏天，有小組

長和弟兄姊妹的幫忙。 

代禱：Emily 平安，父母救恩/Sarah 下大雨緩解澳洲山火和旱情，新一年身心靈都全面復興

/Eric & Linda 山火災民得安慰與盼望，工作有更多主的帶領，新年目標能堅定執行，回

台有愛心對待家人，有機會跟家人傳福音，休假前工作順利完成/Abe & Teresa 寶寶的

健康及睡眠，Teresa身心靈的健康，工作靠主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