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03宣教網絡 

北雪梨靈糧堂 
雪梨恩典靈糧堂 

2013年回顧&2014年展望

2013 REVIEW & 2014 OUTLOOK



¢ 我們的異象---建立充滿真愛與能力的門徒教會 
     Our Vision--Building Churches with Disciples Full of God’s Love 

and Power 

¢ 我們的目標---『1503』遍地植堂 
     Our goal--『1503』church planting 

¢ 約翰福音21：11 
    John 21:11 

    
   西門彼得就去，把網拉到岸上，那網滿了大魚，
共一百五十三條。魚雖這樣多，網卻沒有破。 

   Simon Peter climbed aboard and dragged the net 
ashore. It was full of large fish,153, but even with so 
many the net was not torn. 

 
 



『1503』植堂策略 
『1503』CHURCH PLANTING STRATEGY 



1、教會發展 
      CHURCH DEVELOPMENT 

¢ 購買了Greenwich的兩間辦公室 
¢ 可用作辦公室、生培教室、小組聚會場地、

裝備課教室、同工會場地等。 



¢ 購買了Greenwich的兩間辦公室 
¢ 可用作辦公室、生培教室、小組聚會場地、

裝備課教室、同工會場地等。 



2、小組發展：19組 
     19 CELL GROUPS 

北雪梨靈糧堂-11組 雪梨恩典靈糧堂-8組 

北區多加永青 北區芥菜種學青 西區伯大尼家庭 

北區八福永青 北區房角石學青 西區恩典家庭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 北區活水學青 西區喜樂家庭 

北區方舟家庭 北區約瑟少年 中區信望愛家庭 

北區巴拿巴職青 西區尼希米職青 

北區但以理職青 西區以琳學青 

北區以賽亞職青 西區以利沙學青 

西區約書亞少年 



3、主日崇拜聚會⼈人數 
     WEEKLY AVERAGE NUMBER OF ATTENDANTS  

¢ 北區 2013年1月到11月每週平均人數：138 
           2012年每週平均人數：113 
           每週平均人數增加25人 
 
¢ 西區 2013年1月到11月每週平均人數：75 
           2012年分植後每週平均人數：68 
           每週平均人數增加7人  
           
 



 北區主日聚會平均⼈人數（不包括兒童） 
 AVERAGE NUMBER OF ATTENDANTS/WEEK ( EXCL. CHILDR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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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區主日聚會平均⼈人數（不包括兒童） 
 AVERAGE NUMBER OF ATTENDANTS/WEEK ( EXCL. CHILDR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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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受洗⼈人數 
     TOTAL NUMBER OF PEOPLE BAPTIZED 

¢ 2013年受洗總人數：45 
¢ 2012年受洗總人數：19 



                               5、教會組織架構 
                               ORGANIZATION STRUCTURE 

神 

主任牧師 

聖工聯席會 

事工處 

製作部 

影音部 

敬拜部 

美術部 

禱告部 

兒童部 

財務部 

裝備部 

關懷部 

招待部 

茶點部 

牧養處 

青年區 

北區 

芥菜種學青 

活水學青 

房角石學青 

約瑟少年 

西區 

以琳學青 

以利沙學青 

約書亞少年 

職青區 

北區但以理 

北區以賽亞 

北區巴拿巴 

西區尼希米 

中西區家庭 

伯大尼家庭 

恩典家庭 

信望愛家庭 

喜樂家庭 

北區家庭 

多加永青 

八福永青 

以馬內利家庭 

方舟家庭 



6、牧者團隊  PASTORAL TEAM  
主任牧師：李守博牧師夫婦 



牧者團隊 PASTORAL TEAM  
蘇輝牧師夫婦 



牧者團隊 PASTORAL TEAM  
陳安德烈牧師夫婦 



7、同⼯工群 COWORKER TEAM 

¢ 壹、聖工聯席會：訂定教會目標策略、人事
聘用、財務審議及重大決策 

    church council: make important decisions as to 
church  target and strategies, staff hire and finance 

    
   李守博（主席）、陳明鋒（副主席） 
   俞君慈、劉怡芳、蘇輝、莊瑞燕、蘇筱玲



同⼯工群 COWORKER TEAM 
¢  貳、事工處：運用恩賜與資源，以牧養為主軸，確保教會運作

之效率處長：李守博夫婦
    ministry department: use gifts and resources to ensure the operation of church for spiritual 

growth
q  製作部 production ：代部長：朱瑩瑩

 家事表：潘若驊；節慶：黃敏淳；特會：翁玉婷；營會：卜繁泰

      北區主責：蘇筱玲；主日：蘇筱玲；聖餐：鄧潔；浸禮：潘若驊；

          節慶助理：黃怡靜；翻譯：吳緯煦

      西區主責：翁玉娥；主日：翁玉娥；節慶助理：翁玉婷；

          翻譯：陳安德烈

q  影音部PA：代部長：李傑

      網頁：卜繁泰 

北區組長：李傑；投影：王玉傑

西區組長：鄭宇鵬夫婦；音控：陸星語；投影：孫君主；攝影：馬龍



同⼯工群 COWORKER TEAM 
q  敬拜部 worship：代部長：呂樂修夫婦

     行政：丁于恆；舞蹈：陳聖惠   

     北區組長：呂樂修夫婦；音樂指導：劉怡芳；樂器：鄭君仲

     西區副組長：嚴祥芬；助理：張晶



q  美術部design：代部長: 施海雲

     助理：李瑞敏；推廣：鄭君行；採購：王文碩

q  財務部 finance：代部長：林品君

北區組長：林品君；出納：管鵬帆

西區副組長：翁玉娥；出納：蘇碧爽

 



同⼯工群 COWORKER TEAM 
q  禱告部 praying：代部長：樊雨萱

      禱告醫治：蘇輝

北區副組長：譚瑾妮；助理：林眉

西區組長：樊雨萱；助理：戴利

q  裝備部 equipment：代部長：陳明鋒夫婦

      行政：崔寧；助理：張子榆；慕道班：莊瑞燕

 北區副組長：張子榆；圖書：賴善宜

 西區組長：崔寧；助理：段成琳

q  關懷部 caring：代部長：陳光炎夫婦

      行政：康翠芬；禮品及助理：楊曉柔；社區關懷：王盈方

      北區副組長：康翠芬；助理：張道平；行政：梁子鵬夫婦

      西區主責：陳立彬；助理：王盈方；行政：張靖





同⼯工群 COWORKER TEAM 
q  招待部 ushering：代部長：王文碩夫婦

     北區副組長：沈興亞夫婦

     西區副組長：鄭君行

q  茶點部 refreshment：代部長：徐淑鈴

     行政：王曉晨

     北區組長：王曉晨；主日：徐淑鈴

     西區副組長：林志成夫婦

q  兒童部 Sunday school：顧問：俞君慈

      北區組長：施海雲；兒童班：杜昌敏；幼兒班：李瑞敏

      西區組長：李佩真

 



同⼯工群 COWORKER TEAM 
¢  參、牧養處：藉由同質性的關懷、造就及拓殖，發展

教會 
   Pastoral department: to develop and plant church by 

caring and helping people grow up spiritually 

   處長：李守博夫婦 



細胞小組⼀一覽表 CELL GROUPS 
¢ 北區家庭：李守博夫婦 

¢ 中西區家庭：李守博夫婦 
 

小組名稱 小組長 副組長 電話 時間 地點 

北區多加永青 莊桃園 0468-765-117 週三早10:00 Greenwich教會辦公室

北區八福永青 李守博牧師 羅秀貞 0420-388-066 週四早10:00 Greenwich教會辦公室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 李季人夫婦 0425-210-108 週五晚7:30 Gordon沈興亞夫婦家

北區方舟家庭 李季人夫婦 0425-210-108 週三早10:30 Wollstonecraft繆德立夫婦家

小組名稱 小組長 副組長 電話 時間 地點 

西區伯大尼家庭 蘇輝牧師夫婦 8033-2951 週五晚7:30 Epping張金莉家 

西區恩典家庭 王學匯夫婦 0435-252-277 週六晚7:30 West Ryde社區中心 

中區信望愛家庭 陳安德烈牧師夫婦 0403-947-555 週五晚7:30 Berala張漢章夫婦家 

西區喜樂家庭 林恩惠牧師 0403-947-555 週四早10:30 Eastwood李瑞峰夫婦家 



細胞小組⼀一覽表 CELL GROUPS 
¢ 職青區 協調聯絡人：蘇筱玲 

小組名稱 小組長 副組長 電話 時間 地點 

北區巴拿巴職青 李牧師夫婦 王曉晨 0433-721-868 週五晚7:30 Chatswood卜繁泰家

北區但以理職青 蘇筱玲 0401-890-474 週五晚7:30 Gordon蘇筱玲家

北區以賽亞職青 林品君 0451-119-366 週六晚5:30 Chatswood陳韋良家

西區尼希米職青 李牧師夫婦 陳立彬夫婦 0406-035-898 週五晚7:30 North Ryde王盈方家



細胞小組⼀一覽表 CELL GROUPS 
¢ 青年區：陳明鋒夫婦 

 
 

小組名稱 小組長 副組長 電話 時間 地點 

北區芥菜種 學青 陳明鋒夫婦 王文碩 0430-328-716 週五晚7：00 Chatswood陳明鋒夫婦家 

西區以琳學青 鄭宇鵬夫婦 0430-132-883 週五晚7：30 Marsfield周亦凡家

西區以利沙學青 鄭宇鵬夫婦 翁玉婷 0435-220-313 週六午4：00 Marsfield張靖家

北區活水學青 黃乃深夫婦 9858-5224 週五晚7：00 Eastwood黃乃深夫婦家 

北區房角石學青 陳倩玉 賴善宜 0402-873-080 週六午4：00 Chatswood陳明鋒夫婦家 

北區約瑟少年 李安琪 丁于庭 0423-123-313 週日午12：40 Chatswood教會 

西區約書亞少年 李如詩 郭雅姿 0425-323-893 週日早11：30 Eastwood林正宜夫婦家 



8、主日聚會奉獻  
SUNDAY OFFERING 北區 西區

2013年1月-12月16日 每月平均奉獻額：$32429.60 

Monthly average offering of 2013： $ 32429.60 



北區平均$21276.12  西區平均$11153.48 

Chatswood $ 21276.12    West Ryde $ 11153.48  

 

2012年兩區每月平均奉獻額：$ 26757.25 

Monthly average offering of 2012：$ 26757.25 

 

每月兩區平均奉獻額增加$5672.35 

Increased by $5672.35



主日聚會奉獻  2012 & 2013 北區  
SUNDAY OFFERING 2012 AVE 每月平均 $ 19368.10 

         2013 AVE 每月平均 $ 212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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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聚會奉獻  2012 & 2013 西區  
SUNDAY OFFERING 2012 AVE 每月平均 $  7389.15 

       2013 AVE 每月平均 $ 111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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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建堂奉獻  
CHURCH BUILDING FUND

11月底，建堂基金總額 澳幣 93,000  
Nov balance of church building fund is $ 93,000 
 
2013年1月-11月每月平均奉獻額：$ 13641.83 
Monthly average of 2013: $ 13641.83 (含辦公室認獻） 
 
2012年每月平均奉獻額：$ 10080.74 
Monthly average of 2012: $ 10080.74 
 
每月兩區平均奉獻額增加$ 3561.09 
Increased by $ 3561.09 



建堂奉獻 2012 & 2013 
Church building fund  2012 & 2013 

 2012 Ave  每月平均   $10080.74 
2013 Ave    每月平均   $ 94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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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牧養提升 
       PASTORAL ENHANCE 
¢ 靈糧生命培訓學院 Life training institute ： 
第四、五屆學生8人   
第六屆生培學生8人 

¢ 禱告會 prayer meeting 
   北區及西區週間復興禱告會、主日會前禱
告會、337聯合眾教會禱告會 

¢ 『奉主名求』40天禁食禱告 

¢ 『甜蜜家庭』30天禁食禱告 



⼆二、牧養提升 
       PASTORAL ENHANCE 

¢ 神的話語裝備 Word equipment 

� 每日禱讀 
      • 路加福音 
      • 加拉太書 
      • 詩篇2 
      • 申命記 
      • 俄巴底亞書、阿摩司書、彌迦書 

� 禱讀週：每月第一周 
 



⼆二、牧養提升 
       PASTORAL ENHANCE 

¢ 裝備課 equipment class 
� 禱讀課程 
� 慕道班 
�  4律課程 
� 同工領袖訓練課程增強版 
� 為約會立界線讀書分享會 
� 醫治禱告釋放課程 

 



三、2013年特別聚會 
       SPECIAL SERVICE OF 2013 
¢  2月『愛就是團圓在一起』新春佈道會 





¢ 2月陳麗娟牧師特會 



¢  3月『未完的故事』受難日佈道會 



¢  3月受洗典禮 



¢  3月『逆轉得勝』復活節佈道會 



¢  5月生培神學主日 



¢  5月『愛的低語』母親節特會 



¢  5月『愛的低語』母親節特會 



¢  5月恩典堂開堂一週年慶 







¢  6月同工一日退修會 



¢  8月教會新辦公室潔淨禮拜 



¢  8月生培新生訓練及聚餐 
 



¢  9月十一週年慶佈道會 
 







¢  9月新辦公室感恩奉獻禮拜 
 



¢  9月週年慶受洗典禮 
 



¢  9月Chatswood Spring Festival 
 



¢  9月337城市復興轉化聯合禱告會 



¢  9月周神助牧師特會及主日證道、生培結業典禮 



¢  9月大洋洲靈糧特會 



¢  9月大洋洲靈糧特會 



¢  9月大洋洲靈糧特會 



¢ 10月 
�   6日 黃聖忠牧師主日證道 

 
 
�  13日 郭代平牧師主日證道 



¢ 10月 
�  19日 Eastwood---Granny Smith Festival 



¢ 10月 
�  19日 Eastwood---Granny Smith Festival 



¢  10月27日 黃彼得牧師主日證道/12月8日廖雅各牧師主日證道 



¢  11月30日 職青奧林匹克運動會 



¢ 12月15日 同工就職禮 



¢  12月21日 聖誕節受洗典禮 



¢  12月22日 『愛降臨』聖誕節佈道會 



¢  12月22日 『愛降臨』聖誕節佈道會 



2013年宣教奉獻 
OFFERING TO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一、福音機構與教會：每單位AU$500 
¢  好消息電視台 (TW) 
¢  佳音廣播電台 (TW) 
¢  天韻歌聲 (TW) 
¢  國度復興報 (TW) 
¢  靈糧神學院 (TW) 
¢  澳洲雪梨神學院 (AU) 
¢  RBC Ministries AU 
¢  晨光關懷協會 (AU) 
¢  恩雨之聲 (AU) 
¢  香港以勒基金 (AU) 
¢  大使命中心 ($1,100) 
¢  中信月刊 ($800) 
總計 $ 6,900 
 



2013年總結  
CONCLUSION OF 2013 

¢ 同工各就各位，教會組織漸趨健全 

¢ 新分植6個小組（方舟家庭、約瑟少年、喜樂
家庭、以利沙學青、巴拿巴職青、八福小組） 

 

¢  購買位于Greenwich的兩間辦公室 



2014年展望                         目標：『得地為業』  
OUTLOOK OF 2014  

¢ 中區植堂 
� 1月開始整合各組留守/被差派名單 
� 3月在中區開始禱告會 
� 6月中區新堂試行崇拜 
� 9月中區正式開堂 

¢ 舉辦分牧區『經歷神』營會 
¢ 傳道人培訓 – 生培二年級招生 
 



2014年展望 
OUTLOOK OF 2014 

¢ 主要聚會、活動及裝備課程 
¢ 節慶佈道會 

�  1月26日  新春佈道會 
�  4月20日  復活節佈道會 
�  5月11日  恩典堂兩週年慶 
                  暨母親節佈道會 
�  9月7日    北雪梨靈糧堂十二週年慶 
                  暨父親節佈道會 
�  12月21日聖誕節佈道會 



2014年展望 
OUTLOOK OF 2014 

¢ 禱告會 
�  2月19日、 5月21日、 8月20日、 11月19日  
   337聯合禱告會 
�  3月12日-4月20日 『奉主名求』40天禁食禱告 
�  3月12日 開始中區週間禱告會 
�  4月18日 受難日禱告會 
�  8月18日-9月16日 『幸福家庭重建』30天禁食禱告 
�  12月31日 迎新禱告會 



2014年展望 
OUTLOOK OF 2014 

¢ 宣教 
�  6月8日 中區植堂差派典禮 
�  9月13日 Chatswood Spring Festival 
�  9月14日 中區開堂禮拜 
�  10月12日 短宣隊差派典禮 
�  10月18日 Granny Smith Festival 
�  10月16-25日 短宣隊暨台北靈糧堂60週年慶 

¢ 特會 
�  10月3-5日 廖雅各牧師特會 

 



2014年展望 
OUTLOOK OF 2014 

¢ 營會 
�  3月28-30日 『得地為業』家庭營 
�  6月9日 同工一日退修會 
�  6月28-29日&7月12-13日 職青學青『經歷神』營
會 

�  11月15-16日&22-23日 永青、家庭『經歷神』營
會 

�  11月28-29日 兩天一夜同工退修會 



2014年展望 
OUTLOOK OF 2014  

¢ 受洗典禮 
�  3月30日 『得地為業』家庭營受洗典禮 
�  9月7日 北雪梨靈糧堂十二週間慶受洗典禮 
�  12月20日 聖誕節受洗典禮 



2014年展望 
OUTLOOK OF 2014 

¢ 特別主日 
�  5月4日 生培神學主日 
�  7月13日 黃彼得牧師主日證道 
�  9月14日 生培結業典禮 
�  10月5日 廖雅各牧師主日證道 
�  12月7日 同工就職典禮 

¢ 其他 
�  8月30日 生培新生開學



2014年展望 
OUTLOOK OF 2014 

¢ 裝備課程 
� 慕道班 
� 選對終身伴侶 
� 初信造就 
� 恩賜發掘 
� 美滿婚姻 
�  DISC 

¢ 全教會禱讀 
� 約翰福音 
� 約書亞記 
� 民數記 
� 羅馬書 
�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 約拿書 



2014年宣教奉獻 
DRAFT OF OFFERING TO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福音機構AU$5000(每單位AU$500)與教會$5000 
¢  好消息電視台 (TW) 
¢  佳音廣播電台 (TW) 
¢  天韻歌聲 (TW) 
¢  國度復興報 (TW) 
¢  靈糧神學院 (TW) 
¢  澳洲雪梨神學院 (AU) 
¢ RBC Ministries (AU) 
¢ 恩雨之聲 (AU) 
¢ 香港以勒基金 (AU) 
¢ 中信月刊 (AU) 
¢  1503短宣隊 
 



2014年展望                         目標：『得地為業』  
OUTLOOK OF 2014  

¢ 中區植堂 
� 1月開始整合各組留守/被差派名單 
� 3月在中區開始禱告會 
� 6月中區新堂試行崇拜 
� 9月中區正式開堂 

¢ 舉辦分牧區『經歷神』營會 
¢ 傳道人培訓 – 生培二年級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