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申命記 6：1-9                   講員:李守博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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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週年慶典二暨感恩見證分享 

聖餐主日崇拜 程序 
一、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尼希米職青小組     

二、以同領聖餐來敬拜                李守博 牧師 

三、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陳明鋒 弟兄 

四、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五、以感恩見證來敬拜                呂樂修 弟兄 

                                    蘇筱玲 姊妹 

六、以回顧展望來敬拜                李守博 牧師 

七、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李守博 牧師 

    講題：聽啊！神的兒女 

    經文： 申命記 6：1-9  

八、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九、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十、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李守博 牧師 

聚會時間表   

週日 
禱告會 

10:00-10:30 
大禮堂 

主日崇拜 

10:30-12:15     
大禮堂 

裝備課  
12:30-13:30 
教室/禮堂 

兒童主日學 

10:30-12:15 
教室 

週間 
復興禱告會  週三 19:30 各小組聚會 

請參內頁小組 

感恩代禱 

生命培訓學院 
週六 9:00 
教會辦公室 北區：教會辦公室 西區：林正宜家 

太平紳士（JP）認證簽名：王盈方醫師  時間：每週主日 

1503 宣教網絡 

  北雪梨靈糧堂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In Northern Sydney 

   1503 Mission Network 
 

 
聚會地點: Chatswood High School 高中禮堂, 24 Centennial Ave., Chatswood 

郵寄: P.O.Box404, St Leonards, NSW 1590  辦公室: Unit 4, 130 Pacific Hwy, Greenwich  

電話/傳真: (02)9439-5115 電郵: 1503mission@gmail.com 網站: www.1503.org.au 

牧師團隊: 李守博主任牧師、蘇輝牧師、陳安德烈牧師、林恩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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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摩西五經 (妥拉 torah、神的話語) 

   1. 誡命 (Commandments) 

   2. 律例 (Decrees) 

   3. 典章 (Laws) 

 

 

 

二、謹守遵行神話語的福氣 

   1. 壽比南山 (Enjoy long life) v.2 

   2. 福如東海 (Go well with you) v.3 

   3. 子孫滿堂 (Increase greatly) v.3 

 

 

 

三、如何謹守遵行神的話語 

   1. 要認定祂是獨一真神 (He is one) v.4 

   2. 要盡心盡性盡力愛神 (With all your heart, soul & strength) v.5 

   3. 要謹記在自己心版上 (To be upon your heart) v.6 

   4. 要殷勤教訓自己兒女 (Impress your children) v.7 

   5. 要隨時隨地看見談論 (To see & to talk about them anytime, anywhere) v.7-9 

 

 

 

小組討論 

1. 我用什麼方式來謹守遵行神的話語？ 

2. 我如何做到盡心、盡性、盡力愛主？ 

3. 我如何幫助我的『小家人』更愛主？ 

 

聽啊！神的兒女 Shema Yisrael 

 

 

http://www.1503.org.au/


     2013 年教會目標   穩定拓植     同心邁向     『1503』 

1. 竭誠歡迎第一次參加聚會的來賓，一次歡迎永遠歡迎，會後請留步享用茶點

彼此分享，歡迎參加小組；如需英文同步翻譯器，請至影音桌領取。 

2. 感謝主！1503 宣教網絡聯合慶典『為愛 1+1』北雪梨靈糧堂成立十一週年慶

典暨父親節佈道會已於上週日順利舉行，感謝所有同工的辛勞擺上；佈道會

共有 18 名新朋友決志信主，願神繼續祝福帶領他們，堅固他們的信仰！活動

照片請查看 http://goo.gl/tKJQyv 

3. 感謝主！1503 宣教網絡新辦公室感恩奉獻禮拜已於上週日順利舉行，感謝大

家積極參與及認獻，活動照片請查看 http://goo.gl/PFaoCL  

4. 感謝主！1503 宣教網絡受洗典禮已於上週日順利舉行。本次有 17 位兄姊受洗

歸入主名：夏冰心、韓川豐、王江華、王偉航、顧放、黃徐星、趙玲、董愛

麗、王華、王婉瑜、李鷗、苑琳、邱璽如、林世民、郭小慧、李翰林、黃寬

容。願他們經歷豐盛的新生命！受洗典禮照片請查看 http://goo.gl/UyOLvi 

5. 感謝主！Chatswood Spring Festival 車士活春季慶典已於昨日舉行，感謝兄姊積

極參加共同興旺福音！請大家繼續為我們申請參與 10 月 19 日在 Eastwood 舉

行的 Granny Smith Festival 代禱。 

6. 感謝主！聖工聯席會已於上週四順利舉行；教會聯合同工會將於本週六（9

月 14 日）下午 1 點在教會辦公室舉行，請各組主責同工務必準時參加。 

7. 感謝兄姊積極認獻建堂基金，目前共收到認獻$35170；如您有感動，歡迎繼

續奉獻，為未來的宣教大樓預備，請在奉獻袋註明 BLCCNS BUILDING FUND。 

8. 因新辦公室隔音窗簾尚未完工，本週北區週間禱告會地點暫時改為張道平姊

妹家。歡迎各位兄姊積極參加週間復興禱告會！您將會經歷聖靈充滿、得著

方言、並有醫治釋放服事。請兄姊攜帶聖經及當週禱告文（參週報夾頁）。 

9. “337 城市復興轉化聯合眾教會禱告會”將於 9 月 18 日（週三）晚 7 點在本

堂舉行，歡迎兄姊積極參與為雪梨的復興轉化禱告，當週週間禱告會改為參

加 337 聯合禱告會。 

10. 全球靈糧網絡的大家長周神助牧師將於 9 月 21 日（週六）晚 7 點在本堂舉辦

培靈會，並將於 9 月 22 日在本堂進行主日證道，同時舉行靈糧生命培訓學院

澳洲雪梨分院一年級結業典禮，歡迎大家參加！詳情請參週報夾頁。 

11. 歡迎大家瀏覽 1503 宣教網絡網站 http://www.1503.org.au/，內有教會最新訊息

及資料，網站設有繁體、簡體和英文三種版面，如您有任何建議請反饋給

Michael，感謝同工製作教會網站的辛勞擺上！ 

12. 1503 宣教網絡『甜蜜家庭』30 天連鎖禁食禱告正在進行中，禱告手冊$5/本（歡

迎額外自由奉獻），詳情請洽小組長，請大家積極參與為家庭復興代禱。 

13. 歡迎兄姊在圖書館購買朱植森牧師《聖靈的恩賜》一書（更清楚的發掘和應

用聖靈給予的恩賜），$10/本，售完為止。 

14. 今日下午 1 點學校需要使用大堂，請大家確保在 1 點之前全部清場。 

15. 肢體代禱：願神保守莊桃園姊妹返鄉探親出入平安！永青小組聯絡代理人為

張道平姊妹。 

 
 

 

1. 由全球靈糧網絡及雪梨靈糧堂主辦，本堂協辦的“2013 年大洋洲靈糧特會”

將於 9 月 27 日（五）至 29 日（日）舉行，靈糧系列特會詳情請參週報夾頁。 

2. 特會將開放 9 月 29 日主日崇拜訪客報名（僅限當日參加），每人$40，費用包

含午餐及三堂課程，交通自理，請欲參加的兄姊最晚於今日和小組長報名。 

3. 張靜蓉牧師將於 9 月 26 日（四）下午 2 點至晚 9 點在雪梨靈糧堂舉辦『如何

落實小組牧養』座談會，請牧養小組長務必參加，請各小組長將報名名單於

9 月 18 日（三）前寄給牧師助理。 



會前禱告 主領 
音控/ 

助手 

投影/ 

助手 

招待/ 

場地 
兒童 茶點 點奉獻 關懷 

本週 林眉 
尼希米 

職青 

玉傑 

李傑 

尼希米 

職青 

以馬內利 

家庭 

瑾妮 

福晶夫婦 

鄧潔 

晨琳 

盈方 

筱娟 

道平 

若驊 

大衛 

下週 王文碩 
學青 

小組 

繁泰 

喬瑋 

房角石 

學青 

多加永青 

尼希米職青 

昌敏 

海雲夫婦 

戴利 

李鷗 

林眉 

雪薇 

親親 

鄧潔 

子鵬 

 

 主日 

崇拜 
兒童 

禱告會 小組 奉獻金額 

週間 主日 組數 人數 主日 建堂 

北雪梨 
297 47 特會 80 17 特會 $4692.45 $8363 

雪梨恩典 

含什一奉獻 79 筆；感恩奉獻 4 筆；建堂奉獻 6 筆 

教會經常費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BLCCNS，銀行轉賬：B/S/B：062140，帳號A/C No.：10446544                      

建堂基金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BLCCNS BUILDING FUND，銀行轉賬: B/S/B: 032090, 帳號A/C No.：727911 

 

日  期        篇   章 

9 月 8 日 (日) 申命記 7：17-26 

9 月 9 日 (一) 申命記 8：1-14 

9 月 10 日 (二) 申命記 8：15-20 

9 月 11 日 (三) 申命記 9：1-11 

9 月 12 日 (四) 申命記 9：12-29 

9 月 13 日 (五) 申命記 10：1-11 

9 月 14 日 (六) 申命記 1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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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沈興亞夫婦家）  : 0425-210-108/週五晚 7：30 

感恩：偉航弟兄喜樂受洗/曉嵐媽媽快跑受洗跟隨主/週年慶順利、父親們都渡過

一個愉快的節日/李多腰痛見好，靠主重新得力，與女兒有很好的溝通/晨琳

和東寧越來越契合/Roy 上周 Debating 發揮出色小組勝出、願意和父母多溝

通/興亞上下班途中可以讀聖經/一梅工作忙而充實 

代禱：恩典充滿以馬內利的每個家庭/組員透過朱植森牧師的特會講道更多向神

敞開自己、渴慕聖靈的開啟引導/組員積極參與教會 “春季慶典”中各項服

事/坚固 Amanda 的信心，和小兒子共同繼續經歷神奇妙的醫治大能/為晨琳

一家預備合心意的房子、保佑晨琳的弟弟早日拿到永居簽證/帶領曉嵐的女

兒合理安排學習和娛樂的時間/保守小明差旅的腳步，堅固他渴慕主的信心 

北區方舟家庭小組（地點：德立海雲家）       : 0421-905-557/週三早 10：30 

感恩：Eric 搬屋順利/黃理和孩子們的腸胃都好了/小組有美好的見證和分享 

代禱：神醫治李多腰疼，買房子交接順利/Bonnie 回國前的安排順利/Richard 路考

順利通過/劉阿姨回國平安有神同在/Grace 產檢一切正常，孩子健康/Dunkan

的扭傷的腳儘快恢復健康/David 的木工牌照申請能順利拿到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地點：恩典堂會議室）     : 0435-252-277/週六晚 7：30 

  感恩：十一周年慶主耶穌又得豐收！當日有 18 位弟兄姐妹決誌/受洗寶寶 Sheen

和 Fang 歸入主的名下/未來的受洗寶寶 Sam 弟兄也在當天決誌信主/Clay 一

家為受洗寶寶準備禮物/感恩全組親人們同心合一在 Stephen 一家遇到傷病

和困難的時候，伸出愛的援助之手/Stephen 的背痛在 Philp 牧師禱告後有迅

速好轉/感恩在十一周年慶當晚的聚餐中，得到李牧師夫婦的祝福禱告而且

組員們意外的得到了美味的蛋糕，全因一首歌：“在耶穌裏，我們是一家人”

謝謝芥菜種組員的愛心 

代禱：全小組的每個家庭都在禁食禱告中經歷主的大能和翻轉/求神堅固 Sheen

和 Fang，繼續保守和帶領 Sam 及全家，讓他們更多經歷神的大能和恩典/求

神醫治 Jasmine 的外婆肺炎住院,能完全康復/幫助亞亞九月中的鋼琴考試能

努力練習並順利通過/保守並帶領 David 的工作/小 Jeremy 的發燒，Stephen Qu

的腰痛得完全醫治，Angela 有更多的愛心和耐心/May 的身體和腹中寶寶的

健康/Kent 一家，更加渴慕神，更加蒙恩/晶晶新西蘭之行平安順利 

 

多加 

永青 

以馬內利 

家庭 

方舟 

家庭 

尼希米 

職青 

但以理 

職青 

以賽亞 

職青 

房角石 

學青 

芥菜種 

學青 

活水 

學青 

約瑟 

少年 

24 朱植森牧師特會 

本本週週背背誦誦經經文文       申申命命記記  66：：33  

以以色色列列啊啊，，你你要要聽聽，，要要謹謹守守遵遵行行，，使使你你可可以以在在那那流流奶奶與與蜜蜜之之地地得得以以享享福福，，

人人數數及及其其增增多多，，正正如如耶耶和和華華你你列列祖祖的的神神所所應應許許你你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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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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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喜樂家庭小組（地點：李瑞峰夫婦家）    : 0403-947-555/週四早 10：30 

感恩：趙玲 受洗後很喜樂，並確信家人必會蒙福，有一天能認識耶穌/道平 兒

子長大，成熟了，會體貼媽媽/詠琪 第一次禁食差點忘了，有聖靈提醒而且

竟然順利禁食好長時間都不覺得餓/秋芬 有機會買蛋糕為同事們慶祝父親

節以此傳福音，很喜樂/Jenny 很開心 11 週年慶有機會幫忙北區茶點服事，

並在茶點服事上有新的得著和看見/桂珍 女兒順利去英國度假/淑賢 感恩

神保守看顧兒女們的事業成功/Penny 主醫治兒子 Jason 的感冒，也讓小暉情

緒穩定，肯接受勸言/付銳 感恩 Joyce 的發燒咳嗽好了可以上學/Fiona 很高

興回來小組被神愛感動 

代禱：Penny 求主感動在生意上欠她錢的公司盡快還錢/主保守看顧 Jessica 在臺

灣探親的日子/求主繼續感動秋芬的同事，早日相信耶穌/主保守 Fiona 肚中

的嬰兒健康成長/淑賢 求主幫助，更渴慕神的話及健康的身體/詠琪 求主幫

助，主日能固定來恩典堂聚會，女兒可以快快適應/主保守這週六 Chatswood 

Spring Festival 順利進行，引人認識主 

中區信望愛家庭小組（地點：張漢章夫婦家）  : 0403-947-555 / 週五晚 7：30 

感恩：雅芳感恩朱牧師辛苦來澳教導/Wendy 禁食禱告，與神同在，從新得力/

恩惠 感恩小組有機會聚餐，禱讀和互相分享，也為西區 3 個家庭小組能一

起為 11 週年的整個歌舞劇節目呈現無限感恩/Simon 工作上的困難，有神幫

助/Andrew 感恩利息下降了/Linda 在工作上，有神添加力量/Terry&Sophia 感

恩一位在四月份突患精神病的朋友願意接受鼓勵，實際操練學習靠主爭戰，

五個月後的今天，終於走出黑暗，出院恢復正常教會生活；現在他個人才驚

訝，原來神和神的話是這麼活生生的大有能力 

代禱：神開路使 Linda 的工作能轉 part time/媽媽不在期間，Wendy&Simon 能在照

顧孩子和工作上的時間，互相分配得很好/Terry 工作方向/主看顧 Michiele

和瑯信心堅定，靠主常常喜樂得力量 

北區以賽亞職青小組（地點：教會辦公室）     : 0451-119-366 /週六晚 5：30  

感恩：小組員 Emily Wang，Claire 和 Alice 受洗成為上帝的子女/Ceci 有個愉快的旅

程/Mandy 表妹來到澳洲渡蜜月一週，有好的時光/Shuling 有很好的婚宴場地

/Jade每一天充滿喜樂/Emily Lin特會服事順利/Sean 教會弟兄姐妹一起幫忙完

成 Church office 的佈置/Claudia 平安回到中山/Kenny 感謝神讓我的工作上了

軌道，開始十一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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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以賽亞職青小組（地點：教會辦公室）     : 0451-119-366 /週六晚 5：30  

代禱：Ceci 旅途喜樂順利，媽媽在家平安健康/Mandy 大伯過世，求神親自安慰整

個家族/Emily Wang尽快从感冒中康复/Michael   Brisbane的劉媽媽在天國無憂

並求主保守其家人賜予堅強的心/Claire 及时顺利完成 month end 工作/在所需

安排的事上有平安/Jade 爸爸身體健康起來/Duffy & Sean 求智慧/Claudia 有智

慧与家人朋友传福音/Kenny 希望神能讓我感到奉獻的美好 

北區房角石學青小組    （地點: 大衛家）         :0402-873-080 /週六下午 4：00 

感恩：Emily 的父母平安回來澳洲/Jake Eunice Sunny David 和 Rose 感恩十一周年

主日順利結束/Jack 為神賜日用飲食向神獻上感恩/Jason 感恩教會辦公室的

裝修得到神的保守/Siying和 Rae有很好的一周/Sarah在朱牧師特會中很有得

著/Ronsie 很開心爸爸準時收到生日卡/Flora 感恩生活過得很順心 

代禱：Emily 希望下一周順利/Jake 希望神繼續調整自己的態度/Eunice 願在國內的

一個月能很好與家人朋友相聚/求神保守 Sunny Jason 的學業與功課/David 願

教會十二周年主日時更顯神的榮耀/Rose求神保守考試和 essay與好心情/Jack

願神看顧健康並賜工作智慧/Siying 希望五個星期的醫院實習順利/Rae 和

Ronsie願家人平安愉快/Sarah希望找到 fulltime的 placement/Flora願在與同事

學生相處中有神的帶領 

北區兒童主日學 （地點：教會）             : 0421-905-557 /週日早 10：30 

西區兒童主日學（地點：教會）             : 0403-947-555 /週日下午 2：30 

大班 

感恩：孩子們玩遊戲和作手工都喜樂/有新朋友加入大班 

代禱：孩子們學習以神的愛來愛人，尊重人 

小班 

感恩：孩子們認真觀看天使寶寶 DVD，並能回答問題 

代禱：孩子們能學會分享謙讓 

 

 



1503 宣教網絡復興禱告會  

2013 年 9 月 11 日禱告內容： 

一、10"感恩                         ﹝7：30﹞ 

二、10"敬拜及靈歌自由敬拜           ﹝7：40﹞ 

三、2"聆聽神聲音，8"自由禱告          ﹝7：50﹞ 

四、10"個人需要服事：                 ﹝8：00﹞ 

五、10"禱讀：    申申命命記記  66：：33          ﹝8：10﹞ 

以以色色列列啊啊，，你你要要聽聽，，要要謹謹守守遵遵行行，，使使你你可可以以在在那那流流奶奶與與蜜蜜之之地地得得以以享享福福，，人人數數及及其其

增增多多，，正正如如耶耶和和華華你你列列祖祖的的神神所所應應許許你你的的。。 

六、10"為新朋友禱告                   ﹝8：20﹞ 

感謝主我們共有 30 位新朋友，18 位决志信主！ 

七、35"本周禱告主題 Week 2：為家庭禱告﹝8：25﹞ 

1. 甜蜜溫馨的家庭： 

  a. 尊主為大：凡事以神為中心、敬畏耶和華、尋求神的心意、遵行祂的道路、討

主喜悅 

  b. 生命改變：兄姊謙卑柔和、主動服侍家人、言語充滿感謝讚美、見證主的榮美 

  c. 愛裡成長：家人用基督的愛彼此接納、尊重、欣賞、同心建立甜蜜溫馨的基督

化家庭 

2. 30 天『甜蜜家庭』禁食禱告禱告： 

  a. 信心堅固：求主堅固兄姊的心、勝過一切的軟弱和試探、持守 30 天的禁食禱告 

  b. 渴慕耶穌：求主賜下渴慕的心、兄姊在禁食中與神相遇、經歷神在家中奇妙的

作為 

  c. 屬靈復興：求主幫助兄姊看見家族累代的根基、用禱告防堵破口、見證家庭的

復興 

3. 為教會的其他事項禱告： 

  a. 向主感恩：為所有特會&活動獻上感恩、保守新朋友願意委身小組教會、持續

渴慕真理 

  b. 同工會議：求主記念同工的擺上、賜下喜樂和智慧的心、與神同工、走在神的

旨意中 

  c. 337 聯禱：求主保守聯禱會順利舉行、透過眾教會合一的禱告、點燃城市復興的

烈焰 

  d. 靈糧特會：參加者都有豐富的得著、生命經歷突破與更新、與靈糧大家庭有美

好團契 

八、10"查驗分享                ﹝8：50﹞ 

九、30"神的話語分享               ﹝9：00﹞ 

十、主禱文結束                ﹝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