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 創世記 12：1-3                     講員: 陳安德烈 牧師 

 

一、認識賜福的神 

 

 

 

 

 

 

 

二、順服神的話帶下祝福 

 

 

 

 

 

 

三、你也要叫人得福 

 

 

 

 

 

 

 

小組討論 

  1. 我如何勝過金錢奉獻上的掙扎？  

  2. 我如何成為教會/弟兄姐妹們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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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程序 

一、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但以理職青小組 

二、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林品君 姐妹 

三、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陳安德烈 牧師                             

    講題：蒙福--成為他人的祝福                    

    經文：創世記 12：1-3 

四、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五、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六、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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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 

Chatswood 

西區 

林正宜家

Eastwood 

中區 

樊雨萱家

Strath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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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教會目標    得地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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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糧生命培訓學院雪梨分院招生報名截止於今日，請兄姊按時遞交報名表；

生培口試及筆試將於 6 月 7 日及 14 日在教會辦公室舉行，具體時間將另行

通知。 

3. 本堂《初信造就》課程 2/4，於本週主日後 12 點半在對面教室開始上課，此

課程將幫助初信者建立穩定的靈修生活、學習向神禱告和與神建立親密關

係。課程講義僅預備給已報名的學員。 

4. 本堂聖工聯席會將於本週四晚在陳明鋒夫婦家舉行；本堂上半年同工一日退

修會將於 6 月 9 日在 Auburn RSL 舉行，求神讓同工在退修會中有好的分享

並重新得力。 

5. 感謝主！5 月同工會已順利舉行，會議記錄，請參佈告欄。重要決議如下：

a. 因李牧師身體狀況，牧養架構及生培調整：王學匯夫婦為家庭永青區協

調聯絡人，林恩惠牧師將負責生命培訓學院。b. 感謝主！目前已達到 50 位

同工，本堂預計於 6 月 8 日舉行中雪梨靈糧堂差派禮，6 月 15 日開始試行

崇拜。 

6. 中雪梨靈糧堂主日聚會場地正在洽談中，請大家迫切為場地的確定代禱！同

時，植堂禱告仍在火熱進行中，詳情請洽各小組長。 

7. 歡迎各位兄姐踴躍參加各區週間復興禱告會！您將會經歷聖靈充滿、得著方

言、並有醫治釋放服事。請攜帶聖經及當週禱告文（參週報夾頁）。 

8. 感謝主！家庭永青區弟兄經歷神營會將於本週六至週日舉行，求神保守每位

弟兄出入平安且都有豐富得著！學職青區已開始報名，弟兄報名截止於下週

日，姐妹截止於 6 月 15 日，請把握機會報名參加！詳情請洽各小組長。 

9. 肢體代禱 ： 請繼續為李牧師夫婦有健康的身體和得醫治代禱！ 
 
 

『下一站.再愛你』電影預映佈道會由影音使團主辦， 於 5 月 31 日（週六）在

雪梨奧運場館體育中心上映，下午 3 點國語場，晚上 7 點粵語場，詳情請洽小

組長，海報請參公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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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泰 
但以理 

職青 

李傑 

芷芸 

但以理 

職青 

芥菜種 

學青 

于庭 

羽濡 心茹 

韋良  

健文 

黛莉 

林眉 

碧妮 

王華 君仲 

下週 敏淳 
1503 

敬拜團 

李傑 

婉瑜 
善恆 

但以理 

職青 

昌敏 

儒懿 

絲縈 

曉晨 

陳驍 

季人 

道平 子鵬 

布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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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15 28 中區 

20 

58 11 137 $3420.15 -- 

恩典 95 20 18 39 8 100 $3440.20 $160 

含什一奉獻 64 筆；感恩奉獻  -- ；;建堂奉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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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5 日 (日) 民數記 12：1-16 

5 月 26 日 (一) 民數記 13：1-24 

5 月 27 日 (二) 民數記 13：25-33 

5 月 28 日 (三) 民數記 14：1-10 

5 月 29 日 (四) 民數記 14：11-38 

5 月 30 日 (五) 民數記 14：39-45 

5 月 31 日 (六) 民數記 15：1-31 

  

  

  

  

多加 

永青 

八福 

永青 

以馬內利 

家庭 

方舟 

家庭 

巴拿巴 

職青 

但以理 

職青 

以賽亞 

背包客 

房角石 

學青 

芥菜種 

學青 

中區雅各 

學青 

約瑟 

少年 

21 15 14 10 10 11 10 8 17 8 13 

本本週週背背誦誦經經文文       創創世世記記 1122：：22--33  

22..我我必必叫叫你你成成為為大大國國。。我我必必賜賜福福給給你你，，叫叫你你的的名名為為大大，，你你也也要要叫叫別別人人得得福福。。  

33..為為你你祝祝福福的的，，我我必必賜賜福福與與他他，，那那咒咒詛詛你你的的，，我我必必咒咒詛詛他他，，地地上上的的萬萬族族都都  

要要因因你你得得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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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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地點：昌敏家）          : 0468-765-117/週三早 10：00 

感恩:彭牧師 平安返回雪梨/韓弟兄 美食教學"脆皮燒肉",既簡單又好吃/昌敏姐

妹 不僅聽道,信道更行道,活出神的榮耀/福榮姐 傷勢神速復原中/秀清姐

妹 新房已順利裝潢完畢。 

代禱:堅毅姐 居留申請,能順利通過/美榮姐 除去心中的疑慮,歸向真神/秀清姐妹 

能與孩子有美好及有效的溝通。 

北區八福永青小組（地點：教會辦公室）      : 0420-388-066/週四早 10：00 

感恩:歡迎姚姊妹參加小組聚會/鉄槐  神的榮耀降臨/馬丁被開罰單，能以平常心

看待/馬丁 陪伴恆輝上初信造就課程/王濤 陪伴子斌上初信造就課程/风云

与慧琳 閒暇時間，相互作伴/張誼 分享孩子們對財富的觀念/丁媽 神最愛

我/鉄槐 今天生日，大家分享蛋糕。 

代禱:守博牧師手与腳上的疣消失了，繼續為他禱告/王濤 期盼女兒再添宝宝/登

春 感冒病毒消失，身体快速恢復健康/姚姊妹 在雪梨的日子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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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感謝主讓 William 有智慧處理好車廠工作/晶晶 大兒子咳嗽好轉/Clay 一家

周末有美好的家庭團聚/Jonathan 找到新的工作/Jenny 姐组织大家有美好的

聚餐/Johnson 第一次来小组，被吸引且有分享/Daniel NAPLAN 考试顺利结束

/Joanne 感冒好转。 

代禱:建元 星期四聖經考試取得好成績/晶晶 有從神來的智慧教導孩子/Stephen 

To 在工作上求神與他同在/晶晶 媽媽身體健康/Clay 的感冒盡快得到醫治

/Jonathan 代領父親回國平安回國後一切順利/Jenny 姐餐厅开业顺利/Johnson

和 Candy 同学回中国的脚步有主的带领/Fang 销售的产品，顾客对质量都满

意/保守州政府担保尽快开放，小组组员移民事宜办理顺利。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地點：金莉家）        : 0435-365-265/週五晚 7：30 

感恩：小康 先生休假有好的休息/金莉 BSF 学习有收获/PARRY 与同事合作愉

快/郑洁 有新人到组里/王昕 神垂听祷告 

代祷：汪乃奇 女儿 9 月生产顺利/AMANDA 保守 CHARLES 出入平安，身心健

康；孩子学业专注/小康 女儿 VIVIAN 有智慧学习，HSC/金莉 有更多时间

亲近神/PARRY 主保守以后工作的路/TRACY 坎培拉旅程顺利，圣灵充满/

郑洁 保守组里新人前面的道路/王昕 对神信心每天增加/TAMMY 在台期

間出入蒙福/親親 先生有好的體力神的恩典與他同在。 

北區方舟家庭小組（地點：宜萍家）          : 0422-335-677/週三早 10：00 

感恩:Lina 平安回到家乡/David 孩子们愿意来到神面前学习感恩，有机会去面试

/Richard 同家人朝夕相处。 

代祷:Lina 坐飞机不适一直吐能赶快止住,Levina 腹泻能赶快好/David 带领工作

方向，合理安排家庭和工作/Richard 依靠经历神，大家一同走过人生高山

与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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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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ey 第一週工作順利/Sophia 多了一個學生/雅芳 組員為自己慶生日

/Simon 功課已完成/琅 一家平安/Linda & Beryl 每天活在神恩典裡。 

代禱:Angela 專注神並把工作做好/Harvey & Beryl 有智慧體力/Terry 信心增加/

雅芳 堅定信心且安排好家事/Linda 學校活動受阻/Simon 功課能順利通過

拿到執照/Wendy 喜樂的靈充滿/琅 Aakai 皮膚濕疹/Kenny 功課順利完成

/Peony 工作壓力及生活適應/組員為李牧帥接受療程及身體康復禱告。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李瑞敏家）     : 0403-021-366/週五晚 7：30 

感恩:小组聚会組員都有愉快美好的分享/曉嵐 感受姐妹的陪伴/彭彭 領受姐妹

以及遠方親友的幫助和鼓勵/Amanda 小組兄姐互相扶持幫助/李多 工作有

進展/淑瑩 在小組感受主的榮耀和喜樂/紅琅 初信造就第一課有收穫。 

代祷:求主親自看顧牧師及全家/李多 兒女能夠信靠主/曉嵐 張慶回國辦理事務

順利/彭彭 和長安相處有智慧更加同心、父母早日做姥爺姥姥/Amanda 帶領

David 和自己的工作/淑瑩 朋友中方身體健康、在布里斯本的房子儘快出售

/紅琅 小明差旅平安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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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Joyce 阿姨劳累中坚持参加主日敬拜！立琴 老父亲一切安好/永琪 神一直在

保守家中的大小事/雅男 主的恩典在家人的心中/付锐 事事都有主的恩典

和丰盛的应许/崔宁 周日可以规律作息/周炜 忙碌中有神的同在。 

代祷:立琴 神的大能完全治愈李牧师的病/永琪 主的智慧充满家中的每一个人/

雅男 中雪梨植堂蒙神祝福/静文 国内的爷爷快点康复，家人平安/付锐 赐

家人身体、灵里都健康喜乐及平安/崔宁 Vineyard 生病尽快好起来/周炜 假

期安排有神的祝福。 

北區巴拿巴職青小組（地點：曉晨家）        : 0433-721-868 /週五晚 7：30 

感恩:Simon 與兄姐有愉快的相處/Emily W 健康平安/Hallie 妹妹拿下了喜欢的工

作/Shirley 学习和父母沟通/小白 能夠回家與家人團聚/Claudia 找到代禱

勇士/Emily Lin 生活很充實。 

代禱:Simon 工作申請有神的帶領/Emily W 早睡早起/Hallie Claudia 感冒快好

/Shirley 使用时间有智慧/小白 旅途平安，順利/Claudia 找到一份 full time

的工作/Emily Lin 朋友在懷孕期間一切順利。 

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地點：瑾妮家）       : 0401-890-474 /週五晚 7：30 

感恩:Brian 考試取得理想成績/Valerie 小組真好/Nick 手指的傷快速恢復/Danica 享

受主創造的美麗和純淨/Crystal Kevin 得到了新工作,踏上新旅途/Cecilia 收

到同事的小禮物/Litty 初信造就課程有得著。 

代禱:Brian 中區植堂順利/Valerie Crystal 媽媽手術后能有好的恢復無後遺症,求神

親自醫治她所有的不適;CPA 免考申請順利/Nick 考試過關, PR 順利/Danica

六月和先生回印尼旅程出入平安,和家人相處順利/Cecilia 智慧的心和溝通

/Litty 更有效利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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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尼希米職青小組（地點: 盈方家）         : 0450-959-717 /週五晚 7：30 

感恩:Mike 平安快樂的一周/Ally 有一個新的面試機會/安妮&文浩 买的花很好看

和神所供应的一切/Julie的感情生活满有神的眷顾和保守/Ingrid工作時有神

的提點，愉快的週末，身體檢查良好/Yvonne 從 Morling College 作業中學

習到很多，這周病人量比較輕鬆。 

代禱:Mike 時間管理，有溝通的智慧/神親自為 Ally 選擇工作方向，J&A 父母身

體健康/安妮&文浩 安妮心脏得到完全的医治/Julie 能更多得到从神而来的

精力智慧/Ingrid 睡眠，健康，工作，週末/Yvonne 繼續完成 Morling College

作業，預備考試，身體健康。 

中區比撒列職青小組（地點：玉娥家）       : 0477-182-727 /週五晚 7：30 

感恩:Licca 參加好友畢業典禮有美好時光/Wendy 做選擇的時候有神可以依靠

/Nicole 加入比撒列小組/Maggie 店裡運作有神保守/Herman 洽談工作事務

順利/Raymond 工作有神的保守/春蕊 生活學習有神帶領/Shanshan 爸媽的

理解和支持/Alex 有神管教/Sam&Yuki Sam 終於交上了畢業論文/Lee 從神

的話語中學習和領悟/Michael 神的恩典夠用/小玉 主日敬拜很感動。 

代禱:Licca&Herman 婚事籌備/Wendy 帶領工作上的選擇/Nicole 教琴和溝通有智

慧 /Maggie 繼續帶領前面的方向 /Raymond 生培報名 /春蕊  找到更好的

Part-time 工作/Shanshan 整理好心情重新面對雅思/Alex 有信心抓住神的應

許，找到合適的房客/Sam&Yuki 免掉學費的事可以得到學校批准/Lee 認識

到自己的不足，時刻警醒常常讀經/Michael 學習凡事依靠主/小玉 挪去心

裡負面的想法，啟示工作方向。 

北區芥菜種學青小組    （地點: 明鋒夫婦家）     :0422-066-877 /週五晚 7：00 

感恩:Chris 、Emily 工作順利/Daniel 這幾個禮拜過得很好/Louise, Christina 生活充

實/ Jacky life is beautiful/Sunny 和老師溝通順利/榮恩 順利寫完報告/Meg 

參加短宣/Celine 充滿喜樂平安/David 為爸爸禱告有果效/Dennis assignment

順利/Henry 生活安穩/Jennifer 考試 pass/Cindy 生活不繁忙/Rose 學業順利。 

代禱:Chris 星期天可以去教會/ Daniel，Louise 在 final exam 前預備心/ Christina 找

到相關專業的工作/Jacky 下禮拜的考試順利/Sunny final 還有 assignment 

順利/榮恩 學業/Meg 堅定信心/Celine 有智慧/David 希望爸爸身邊有一位

年齡相似的屬靈同伴 /Dennis assignment 順利 /Henry 可以每天早回家

/Jennifer 考試 pass/Emily 工作上有智慧/Cindy 有智慧/Rose 作息規律 接下

來的報告和考試。 

北區房角石學青小組    （地點：明鋒夫婦家）   :0402-873-080 /週六下午 4：00 

感恩:Emily，Ricky 和 Rae 禮拜過得很好/Jason，Simon 學習進行得不錯/Jake 做了

一頓好吃的飯/Sarah grandpa很快就恢復健康/Ronsie表妹車牌考過了/Eunice

小組服事有得著/Jack吃到好吃的水餃/Lee很開心家裡裝新廚房/Rolita回到

台灣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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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房角石學青小組    （地點：明鋒夫婦家）   :0402-873-080 /週六下午 4：00 

代禱:Emily 父母回台灣平安愉快/Sarah 帶領準備參加的面試/賜 Simon，Jason，

Rae，Ricky 和 Sarah 學習智慧/Rae，Jake，Rolita 家人健康/Ronsie 表弟在香

港的手術順利/Eunice 工作服事生活安排好/Jack 身體健康，經濟狀況變更好

/Lee 媽媽感冒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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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小朋友分享生活中的經歷。 

代禱:幫助小朋友在生活中做到如何能愛神愛人， 並願意花更多的來敬拜神。 

北區約瑟少年小組（地點：教會）          : 0423-123-313 /週日下午 12：40 

感恩:歡迎新朋友 Jason He 和 Kylie 來小組/Michael 籃球校隊贏得比賽/James 進入

學校的籃球 B隊/Jim 適應新的 Homestay/Marshall和 Jason身體不適得到醫治

/Xing Lu 度過愉快的一週/Stella 與朋友相聚，並有很好的學習/Winny 完成

NAPLAN 測試/Candy 韓文考試有好的成績/Jinni 與一些組員開始讀經禱告，

分享心得，彼此代禱。 

代禱:Kylie 英文能提高/除去組員面對考試的壓力，學習管理時間並很好地預備考

試/Jason Ku 樂隊組合/組員都能參加經歷神營會/Winny 關節不疼痛/Jinni 和

Candy 服事有智慧/幫助我們有愛心智慧關心屬靈 buddies/組員生命被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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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孩子們存感恩的心奉獻，認真敬拜神。 

代禱:孩子更多學習愛人。 

西區約書亞少年小組（地點：林正宜夫婦家）: 0425-323-893 /週日上午 11：30 

Thanks: ShuTian is slowly increasing in motivation to study/Vanessa has a shorter term so 

exams are over faster/Milly mother's day performance was good/Weber had a higher 

than average result in 4u/Darren finished his science test/Angie had fun on 

trampoline/Becki is slowly getting to used to city2surf training.  

Prayer:All students exams and assignments that they will have peace/Particularly Shutian's 

piano exam, Milly and Vanessa's half yearly, Darren's Maths test, Weber's general 

study and English/Angie's lower back that she will have wisdom to care for it and 

God will protect her from further injury and heal her/Becki to have wisdom to do 

group assignments well. 

北區以賽亞背包客小棧（地點：教會）      : 0451-119-366 /週日下午 12：30 

中區雅各學青小組（地點: 文碩家）           : 0404-883-886 /週五晚 7：30 

西區以利沙學青小組（地點：星語家）        : 0435-220-313 /週五晚 7：30 



1503 宣教網絡復興禱告會  

2014 年 5 月 28 日禱告內容： 

一、10"感恩及上週代禱蒙應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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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 12：2-3                      ﹝8：10﹞ 

2.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3.為

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 要因你得

福。 

六、2"為新朋友禱告               ﹝8：20﹞ 

北區：Kylie、Yuanlung、Claudia、姚秀珍、華兆雲、Jane 一家 

西區：David Wu、Banks、Miki 

七、35"本周禱告主題：Week 4：為牧者同工禱告    ﹝8：22﹞ 

1. 為三對牧者們禱告：(守博牧師夫婦、蘇輝牧師夫婦、陳安德烈牧師夫婦) 

a. 屬天智慧：求神賜屬天智慧給牧者團隊、持守 1503 植堂異象、緊緊抓住神應許 

b. 順服聖靈：牧者們順服聖靈的引領、單單仰賴主大能大力、建造屬神榮耀教會 

c. 全然醫治：持續為守博牧師禱告、耶和華拉法的神賜下全然醫治、彰顯神榮耀 

2. 為同工們禱告： 

a. 感動兄姊：求主感動兄姊樂意接受差派、有愛主愛靈魂的心、不斷仰望神恩典 

b. 合一順服：保守留守同工合一順服、靠聖靈能力、謙卑與神同工凡事禱告交托 

c. 獻上感恩：爲新進同工獻上感恩、求神堅固他們的信心、用生命來回應主的愛 

3. 為中區植堂禱告—為 Strathfield 及周邊的學校禱告 

在 Strathfield 有 7 所地方性公立中小學和 7 所私立中小學，2 所高等教育院校，分別

為澳洲天主教大學（ACU）和公開教育培訓網路院校 (OTEN)；此外讓我們一同為中

區最大的禾場：雪梨大學禱告，求主把福音傳到校園。 

a. 神國降臨：呼求神國度降臨、捆綁黑暗權勢、將福音種子散佈到學校每個角落 

b. 生命榜樣：求主興起基督徒老師在校園、用禱告與生命榜樣教導學生認識真理 

c. 智慧策略 ：求主賜智慧策略、能接觸悉尼大學這禾場、吸引學生來到學青小組 

d. 作光作鹽 ：復興臨到校園、使年輕人大有影響力、走入神的命定為主作光作鹽 

4. 為家庭永青區弟兄經歷神營會禱告：（5 月 31 日-6 月 1 日）  

a. 出入平安：求主挪去一切攔阻保守弟兄們平安順利到達營地、預備參加者的心 

b. 聖靈充滿：期待神作更大更新的事、人人經歷神大能、被聖靈澆灌更新 

c. 展翅上騰：通過營會求神醫治破碎的心、恢復與神親密關係、重新得力、展翅

上騰 

八、5"查驗分享         ﹝8：55） 

九、30"神的話語分享        ﹝9：00） 

十、主禱文結束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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