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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加倍家事报告： 

 

1.全教会祷告会：本日晚餐后是全教会祷告会，鼓励弟兄姐妹留步参加，让
我们为国家，城市，教会，家人，朋友以及自己祷告在神的面前，求神怜
悯，带领，保守。 

2.小组团契：为使弟兄姐妹都能参加周间的小组，教会现有白天的以琳组和
晚上的加利利组，除此以外，另新增加了弟兄团契和姐妹团契，每次聚会将
分享不同的主题，着重于圣经真理的实践与应用。详细时间地点如下 

鼓励弟兄姐妹多多参与教会的小组与团契，让我们扎根于圣经真理，藉灵修
祷告经历神的带领，并学习将天父的爱活出来。 

3.诗班献诗：教会诗班将于 8月 18日主日献诗，曲目是“道成肉身”，讲
述耶苏的救赎大爱，请弟兄姐妹多多邀请福音朋友参加聚会。 

4.欢庆父亲节：9月1日是今年的父亲节，教会将安排有多项庆祝活动，鼓励

弟兄姐妹邀请家人及朋有一起来欢度佳节。 

以琳小组 每周三早上 10:00—12:00 活泼的生命 博文传道家 

加利利小组 每周六晚上 6:00—9:00 约翰 1，2，3 书 廖莉莉姐妹家 

弟兄/姐妹团契 每月第三周周六晚上 5:00—7:30 弟兄团契在博文传道家 

姐妹团契在廖莉莉姐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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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加倍荣耀堂异象： 
 

建立一个广传福音, 塑造门徒, 服务社会, 充满爱心的小组教会,  

进而健康成长, 植堂宣教, 荣耀基督.  
 

2019年度目标： 

扎实真理学习, 经历圣灵更新; 落实新人落户, 寻回旧人归家.  

《活泼的生命》本周灵修教材进度  

04/08 周日  05/08 周一  06/08 周二  07/08 周三  

腓立比书 2:1-11 腓立比书 2:12-18 腓立比书 2:19-30 腓立比书 3:1-11 

08/08 周四  09/08 周五  10/08 周六  11/08 周日  

腓立比书 3:12-21 腓立比书 4:1-07 腓立比书 4:08-13 腓立比书 4:14-23 

使 徒 信 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
成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
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
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主日敬拜须知 

 1.敬拜是莊严荣耀的，愿上帝享受我们的敬拜，我们也满得上帝的恩福！ 
2.请提早到达，安静祷告，预备心敬拜真神，并待敬拜完全结束后才离开。 
3.敬拜中请保持安静与秩序，衣着合宜，手机关闭或静音，以免干扰敬拜。 

网上奉献 Online EFT，请存入教会在 Commonwealth Bank 的帐号 

BSB:063-185  Acct number :11244234  Acct name: Melbourne Glory Church Inc  

一般奉献(含儿主） 528.45 十一奉献 150 (网上) 感恩奉献  

上周奉献总额  678.45  

主日崇拜 (成人） 50 儿童主日学 10 

主日信息分享 4 福音班 8 养育班 7 

以琳小组 10 加利利组 12 弟兄会/姐妹会  



【信息主题】 你安息了吗？                        讲员： 徐学峰传道 
   

 背诵金句： 

【约书亚记 1：2-3】 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

色列人的地去。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我都照著我所應許摩西的話賜給你

們了。  

爱加倍荣耀堂周日崇拜服事表 

会前祷告                     本日 3:30pm-3:45pm 聚会地点 

周日崇拜 & 儿童主日学  本日  4: 00pm-5:45pm 
37 Grimshaw  Street  

聚餐 & 小组分享  本日   5: 45pm-7:30pm 

  2019 年 08 月 4 2019 年 08 月 11 日 2019 年 08 月 18 日 

证道 徐学峰传道 林永基传道 胡亚军传道  

司会 张利娜 夏金慰 夏金慰  

敬拜赞美 
廖莉莉，韩金戈 

Christine 

鲜军，薇薇，文莉，光

伟，Shelena 

夏秋冬，James, 

于建华，李思汉  

乐器 胡建光 胡建光，施文远，  夏瑶春，施文远  

场地值星 施博文 施博文 施博文 

PA / PPT 袁晚平，施博文 Andy，李思汉 Andy，郭清荣 

门口接待 郑肖华，李进  尹鲁，苏砚 Christine，Shelena 

收献 夏秋冬，Emily  Christine，Shelena 陈华，Emily  

圣餐 金奇峰，Andy   

餐点预备 苏砚，Shelena  韩金戈，李进 尹鲁，涂为  

会场清理 Jensen，Andy 金奇峰，袁晚平 Jensen，李光伟  

儿主敬拜   鲜军  郑玉雪 鲜军  

以撒班 
无论在何处 

郑玉雪 

我们的领袖 

郑玉雪 

解决冲突  

郑玉雪 

儿主大班  
上帝的智慧 

鲜军 

上帝填满需要 

张瑢 

上帝必看顾 

薇薇，Shelena  

儿主小班 
成为宰相  

薇薇，Ashley 

饶恕的快乐 

许雨蓉，Emily 

我不是自己一个人  

鲜军，袁晚平  

会后小羊班 金奇峰  Christine Ashley 

主日信息分享 参加祷告会  鲜军  张利娜 

福音班 参加祷告会  尹鲁  尹鲁  

养育班 参加祷告会  施博文 施博文 

【信息经文】 

1:1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

亚说： 

1:2“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
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 

1:3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1:4 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

之处，都要作你们的境界。 

1:5 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1:6“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
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1:7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

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裡去，都可以顺利。 

1:8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

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1:9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

无论往哪裡去，耶和华你的 神必与你同在。” 

本周诗歌： 1.我们呼求 2.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3.让赞美飞扬 

问题思考： 

1.你信心的见证是什么？ 

2.神呼召你在家庭与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你做的怎样？ 
3. 你属灵生命成长的拦阻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