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会立场 

政治：我们要常常为国家及政治领袖祷

告，也尊重每个人的政治立场；但请不

要在教会及小组中，从事政治活动或发

表个人立场言论，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冲

突或对立。 

奉献：这是每位基督徒蒙福的途径及应

尽的责任(玛拉基书三 10) ；但若还不是

基督徒，不需勉强奉献；我们竭诚欢迎

您早日成为主的儿女，在奉献中蒙福。 

推销：我们尊重基金、保险、理财、直

销等职场从业人员，他们可以在初入教

会及小组时，简单介绍自己的职业，但

不宜主动或强力向教会会友推销，若兄

姊有需要，再自愿性地向他们询问或购

买。 

借贷：我们鼓励会友见到其他弟兄姊妹

在衣食上短缺时，甘心乐意资助；会友

间若有借贷或其他金钱来往时，请让教

会牧长知道，以做遮盖。 

 准时到主面前，按着次序入座 

 物品不占位子，座位保持紧凑 

 唱诗预备心灵，诚心摆上奉献 

 保持会场安静，手机提前关机 

 注意个人卫生，服饰端庄圣洁 

 安静主前听道，不聊天或走动 

 聚会不可停止，生活见证主道 

饮食 除白水外，请勿将食物/

饮料/茶/咖啡带入大堂。 

摄影 尊重版权与隐私，禁止摄

影、拍照、录音。  

聚会的正确态度 

教会的奉献分为什一奉献、一般奉献、感恩奉献、建堂奉献、和宣教
奉献。谢谢您的支持及奉献，银行直接转账方式: 

ANZ 澳纽银行，分行代号:012-290，账号:3475-56999，账户名: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in Sydney Incorporated』。 

* 如果您想了解您个人奉献的记录，欢迎使用奉献代号，并与财务同  

工连系，谢谢。 

奉献 

国语崇拜 Mandarin Service 祷告聚会 Prayer Meeting 

领袖之夜：每周二

祷告聚会 每周四

青少年崇拜 Youth Service 儿童主日学 Kids Sunday School 

支付宝奉献（请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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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异象：人人传福音 拯救灵魂    

人人开小组 建立教会  人人带门徒 成全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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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梨灵粮堂主堂 

国语崇拜聚会 

每周日上午 10:30-12:30  

李牧师 0450-771-228 

  

青少年崇拜聚会 

每周日下午 2:00PM-4:00PM 

任传道： 0432-616-709 

  
 

雪梨南区灵粮福音中心 

  国语崇拜聚会  

任传道： 0432-616-709 

雪梨国际灵粮之家  

英语崇拜聚会   

17 Burton St,Concord  

石传道： 0433-287-738 

 

亚伯力灵粮堂 

国语/英语崇拜聚会 

 56 Merekl Street,Thurgoona  

程牧师： 0448-721-548 
 

巴基斯坦灵粮堂 

Pastor Ijaz： 0448-721-548 

 

北京 T4T 灵粮堂 

君嵘传道： 0420-808-388 

雪梨灵粮堂

主任牧师：李宗瑞博士 

SENIOR PASTOR ： 

Rev. Dr. Michael Lee 

 www.blccsyd.org.au 

blcc_office@yahoo.com.au 



1. 欢迎大家:欢迎您每周參加悉尼灵粮堂的聚會，相信必能领受从上帝来的

保护、慈爱与祝福。新来的朋友们，我们永远欢迎您，愿上帝祝福每一

位！ 

2. 悉尼灵粮堂 ZOOM聚会 ID：教会的 ZOOM ID 是： 8813485990。密码是：

777。 

3. ZOOM主日直播时间调整：因着澳洲和国内有三小时时差，为方便中国弟兄

姐妹们收看 ZOOM主日视频，直播时间从今日 11月 22号开始调整为每周

日上午(澳洲时间 11:15)/(北京时间 8:15)開始直播。 

4. 关怀鼓励月：教会将于 15/11--14/12 之间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关怀鼓励

月。盼望每位弟兄姐妹们每天都能在聖靈感動下，打电话给一個不同的

人，用基督的爱来关怀、鼓励、安慰并祝福他(她)们，願主使我們都成為

愛的導管。 

5. 教会 20 周年庆及受洗典礼：教会二十周年庆典及受洗典礼將于今年的圣

诞节 12月 25号当天在教会要购买的农场营地举行，教会将预备精美礼物

给每位来宾，欢迎弟兄姐妹们邀请家人朋友前来参加。悉尼本地已经参加

了经历神营会尚未受洗的弟兄姐妹们,可参加教会二十周年庆时举办的受

洗典礼, 详情请联系君嵘传道 0420808388。  

6. 经历神营会:教会将于 2020 年 12月 18-20 日(周五晚-周日晚)通过 Zoom

的方式举行，这是一个经历神的大好机会。欢迎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们尽

早报名，免费参加，自由奉献。（只有 80个名额）详情请联系小組長或

董艳传道 0435536819。  

23/11 o 诗篇 144 o 约翰福音 21 o 撒迦利亚 9-10 

24/11 o 诗篇 145 o 启示录 1 o 撒迦利亚 11-12 

25/11 o 诗篇 146 o 启示录 2 o 撒迦利亚 13-14 

26/11 o 诗篇 147 o 启示录 3 o 以斯拉记 5-6  

27/11 o 诗篇 148 o 启示录 4 o 以斯帖记 1-2  

28/11 o 诗篇 149 o 启示录 5 o 以斯帖记 3-4 

29/11 o 诗篇 150 o 启示录 6 o 以斯帖记 5-6 

话语的力量 

（雅各书3:2-6） 

 

一. 话语带来力量 

1. 神的话语带来力量（路加福音1:37，路加福音23:34 )  

2. 人的话语带来力量（雅各书3:6） 

 

二. 话语三大秘诀 

1.何时说: 选择说话时机/场合 

  (传道书 3:1,7b，箴言 25:11，雅各书1:19  ) 

2.说什么: 挑选正确内容/词语 

  (马太福音9:14-17，箴言 20:19)   

3.怎么说: 语气温和有礼/尊重 

  (歌罗西书 4:6，箴言 15:1 )  

 

三. 话语助已助人 

信息笔记 

大使命小組聚會內容： 

第一部分(20 分鐘)：彼此问候(5 分鐘)/彼此問責(10 分鐘)/強化異象(5 分鐘) 

第二部分(30 分鐘)： T4T 新的課程，或是祷读  雅各书 3:6  

A. 請輪流分享自己过去因为话语上的过失而带来的一些不愉快或者伤害。 

B. 請輪流分享自己未来要如何透过话语三大秘诀建立更美好的人际关系。 

第三部分(30 分鐘)：彼此練習(第二部分內容)(20 分鐘) 

                  設定目標(未來一周) (5 分鐘)/彼此代禱(5 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