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證道大網 

Sermon Topic 向著標竿直跑  
Pressing on  
toward the goal 
講員：李守博牧師 

經文：腓立比書 3:7-14 
 

一、 不要自滿  v.12-13 

 

 

 

二、 忘記背後  v.4-6,9 

1. 成功的經驗 

 

2. 失敗的經驗 

 

 

 

三、 努力面前  v.12-14 

1. 訂定 2019 標竿 

 

2. 得天上的獎賞 

 

 

 

 

小組討論： 

1. 我如何搭上 2019 年 1503「生命的建造」列車，讓自己的生命能突破困境？ 

2. 過去有哪些失敗、痛苦或成功的經歷攔阻了我改變，需要得醫治與釋放？ 

3. 2019 年神感動給我的標竿是什麼？我需要作任何調整或計畫以便達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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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Communion Service Program 

一、 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二、 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三、 以同領聖餐來敬拜 

四、 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五、 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六、 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七、 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八、 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北雪梨靈糧堂 : Chatswood High School Hall, 24 Centennial Ave, Chatswood 

會前禱告會 

週日 10:00-10:30  

主日崇拜 

週日 10:30-12:15 

兒童主日學 

週日 10:30-12:15 

恩典靈糧堂 : West Ryde Community Hall，3 Anthony Rd, West Ryde 

會前禱告會 

週日 14:00-14:30 

主日崇拜 

週日 14:30-16:15 

兒童主日學 

週日 14:30-16:15 

週間；1503 宣教大樓, 217 Parramatta Rd, North Strathfield 

家庭之夜 
生命培訓學院 

週六 9:00 

各小組聚會 

請參內頁小組 

感恩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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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through 1503 Mission Network.  



2019 年教會目標 : 生命的建造 

教會消息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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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聚會 日期 時間 地點 

豐盛的恩光課程 1 1 月 13 日(週日) 
北區 12:15pm 教會對面小教室 

西區 4:15pm 兒主教室 

家庭之夜 本週三 鼓勵兄姐安排時間和家人享受美好天倫之樂 

2. 感謝主! 建堂奉獻已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截止，至今已累積了$137100.30，感謝兄姐熱

愛神的家和願意為植堂奉獻的心，如有感動或回應奉獻的兄姐，可以繼續轉帳到建堂基金，

願神祝福大家所擺上的。祈求教會繼續經歷植堂的恩典。認獻說明及項目請參

https://goo.gl/7kHiY4 或掃二維碼。 

3.       感謝主!宣教大樓與 Hammercorp 已簽訂工程合約，已進入施工期，待工程進入

安裝期, 屆時請兄姐們預備心,同心協力參與準備工作，一起為宣教大樓獻上我們

的一份心力。新堂最新消息請掃二位碼。 

4. 你覺得聖經生澀難懂嗎？想要更多瞭解卻不知從何下手嗎？本堂「豐盛的恩光」認識聖經課

程將於 1 月 13 日開課，一連 7 週於主日後上課，報名費$30。課程內容輕鬆活潑、

深入淺出，採自學+課堂討論形式授課，機會難得，報名請洽北區梁天祐弟兄、西

區金莉姐妹。課程介紹請掃二維碼。 

5. 肢體代禱： 

恩典家庭小組蘇碧爽姐妹於 12 月 28 日至 1 月 23 日回台灣，期間小組代理人為周米娜姐

妹，西區財務代理人為梁靜文姐妹。和散那學職青小組段成琳姐妹於 12 月 26 日至 1 月 8

日出遊，期間文書組代理人為陳朗詩姐妹。求主保守他們出入平安。 

上週統計摘要 Statistics 

  
主日 

崇拜 
兒童 禱告會 

小組 12 月 30 日 主日奉獻金額 

組數 人數 主日 建堂 感恩 

北雪梨 94 11 29 8 -- $3109.80 

$2160.00 - 

恩典 60 15 22 10 -- $42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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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B: 062140       

北區帳號 A/C No. : 10446544     西區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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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B: 032090     帳號 A/C No. : 727911 

上週小組聚會人數 Cell Group Attendance 

多加永青 

家庭 

耶利米 

職青 

以馬內利 

家庭 

但以理 

職青 

路加 

職青 

以西結 

職青 

以賽亞 

背包客 

JJ 

聯合 

-- 

 

以諾 

家庭 

生命樹 

家庭 

信望愛 

家庭 

豐盛 

家庭 

恩典 

家庭 

伯大尼 

家庭 

喜樂 

家庭 

比撒列 

學職青 

和散那 

學職青 

-- 

 

本週讀經計劃 Bible Study 

日期 篇章 

1 月 6 日(日) 腓立比書 3: 7-14 

1 月 7 日(一) 以弗所書 2: 19-22 

1 月 8 日(二) 以弗所書 3: 1-6 

1 月 9 日(三) 以弗所書 3: 7-13 

1 月 10 日(四) 以弗所書 3: 14-21 

1 月 11 日(五) 以弗所書 4: 1-6 

1 月 12 日(六) 以弗所書 4: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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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背誦經文  腓立比書 3:13-14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

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各分堂服事表
QR Code 

 



小組感恩代禱 Cell Group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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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Dillon&Litty 神丰盛的恩典/Sara 新一年有新開始/Peter 假期當中有充分的休息

/Eric&Linda 聽到很有感動講道，與弟兄姊妹有很喜樂的團契時光，買到喜歡的鞋子褲

子/Emily 新的一年/沛恩 &Abe 回墨爾本和家人團聚有好的休息/Fibi&Jordan  感恩度

過一個難忘的跨年。 

代禱： Dillon & Litty 小組發展和家人信主/Sara 小組和教會發展/Peter 感冒完全痊癒，個人生

活與職場時刻都有神的保守與帶領/Eric&Linda 求主帶領保守靈命成長、小組發展方向、

工作能稱職/Emily 家人信主，工作有智慧/沛恩& Abe 工作有主的恩典與智慧、身體健

康、未來方向/Fibi&Jordan 在新的一年更多的按神教導做事，活出主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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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Julie 有個愉快的休假，平安回到悉尼/Brenda 很棒的 2018 年/Linda 爺爺家保姆安排順

利/Ingrid 和家人朋友有好的溝通/Philip 很棒的 2018 年! 

代禱： Julie 2019 大家都有一個美好嶄新的開始，new year resolution 可以達成/Brenda 更

棒的 2019 年/Linda 剩餘的旅行平安愉快/Ingrid 神醫治 Ingrid 和外公身上的不適

/Philip 更棒的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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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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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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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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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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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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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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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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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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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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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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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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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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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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