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員: 廖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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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主日崇拜 程序 

一、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北區學青小組 

二、以同領聖餐來敬拜                蘇輝 牧師 

三、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鄭碧妮 姐妹 

四、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五、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廖雅各 牧師 

六、以回應詩歌來敬拜                   

七、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八、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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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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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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週週背背誦誦經經文文       羅羅馬馬書書 11：：1166--1177  

1166 我我不不以以福福音音為為恥恥，，這這福福音音本本是是神神的的大大能能，，要要救救一一切切相相信信的的，，先先是是猶猶太太

人人，，後後是是希希利利尼尼人人。。1177 因因為為神神的的義義，，正正在在這這福福音音上上顯顯明明出出來來。。這這義義是是本本

於於信信，，以以致致於於信信。。如如經經上上所所記記，，『『義義人人必必因因信信得得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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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國際佈道家廖雅各牧師於今日進行主日證道，上午在本堂，下午在恩典

靈糧堂，願神祝福他的辛勞！ 

3. 資深牧者黃彼得牧師將於下週日上午蒞臨本堂證道，下午在恩典靈糧堂，歡

迎邀請新朋友參加。 
4. 本堂《恩賜發掘》課 2/3 於主日後 12 點半在大堂開始，此課程適合上過慕

道班、初信造就課程，受洗且有服事經歷的兄姐報名參加，來發掘自己的恩
賜。課程講義僅預備給已報名的學員。 

5. 本堂《認識耶穌班》課程 1/6 於今天主日後 12 點半在對面小教室開始上課，

如您想對耶穌基督有初步認識或欲在 9 月週年慶受洗的兄姊務必參加全部

課程。課程講義僅預備給已報名學員。 

6. 母會台北靈糧堂 60 週年慶系列特會正在報名中，截止日期為 7 月 10 日（本

週四），想參加多場屬靈盛宴的兄姐，機會難得趕快報名！特會詳情請參公

佈欄，報名請洽小組長。 
7. 感謝主！7 月同工會已於昨日順利舉行，請繼續為教會及同工團隊禱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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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雪梨靈糧堂植堂仍在進行中，請大家迫切為合適的聚會場地代禱！ 

10. 感謝主！學職青區弟兄經歷神營會已於上週順利舉行，每位弟兄都有豐富的

得著，學職青區姐妹經歷神營會將於 7 月 19-20 日舉行，請為營會籌備代禱！

家庭永青區姐妹經歷神營會報名截止於下週日，請抓住機會向小組長報名。  

11. 全教會聖經禱讀《羅馬書》於今日開始，詳情請洽小組長；本堂圖書館有免

費借書服務，歡迎兄姊在圖書館借閱福音書籍及 DVD。 

12. 肢體代禱 ：  

a. 恭喜陳安德烈牧師夫婦結婚 29 週年，願神繼續使用他們的婚姻和家庭祝福

眾人！ 

b. 鄭君行和樊雨萱於本週六下午 3點半在 Hillsong Chapel, 地址：1 Solent Circuit 

Baulkham Hill 舉行婚禮，歡迎大家參加！願神保守婚禮順利進行！ 

c. 為返鄉探親度假出差的兄姊禱告，出入都有神的保守！王曉晨返鄉期間，巴

拿巴小組代理人為張子榆，茶點部為鄭珍妮； 李佩真返鄉期間西區兒童組

代理人為周米娜。 

d. 請繼續為李牧師第二期化療和有健康的身體，治療的過程及得醫治代禱！  

『恩愛夫妻營』（國語）由澳洲家庭更新協會主辦，將於 10 月 4 日至 10 月 6

日在 Tops Conference Centre 舉行，現已開始報名，詳情請參佈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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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碩 
北區 

學青 

芷芸 

李傑 
善恆 

但以理 

職青 

瑾妮 

儒懿 

玉華 

 絲縈 克黎 

雪薇 

道平 

子鵬  

昌敏 敏青 

下週 善宜 
巴拿巴 

職青 

李傑 

小慧 

巴拿巴 

職青 

約瑟 

少年 

海雲 

健文 春蕊 
克黎 韋良 

林眉 

筱娟 

姜楠 

王濤 秋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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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會 建堂 

北雪梨 116 營會 

36 

20 27 中區 

19 

45 11 132 $2302.15 
$762 

-- 

恩典 68 18 21 35 9 86 $2570.70 $210 

含什一奉獻 42 筆；特別奉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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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6 日 (日) 羅馬書 1：1-4（一） 

7 月 7 日 (一) 羅馬書 1：1-4（二） 

7 月 8 日 (二) 羅馬書 1：5-7 

7 月 9 日 (三) 羅馬書 1：8-12 

7 月 10 日 (四) 羅馬書 1：13-15 

7 月 11 日 (五) 羅馬書 1：16-17 

7 月 12 日 (六) 羅馬書 1：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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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1 13 7 14 15 14 8 13 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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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466-823-008/週三早 10：00 

感恩：詠紅 平安宣教回來/代彪 報名參加認識耶穌班/克黎 愛心製作蛋糕慶生

會/昌敏 開放家庭供小組聚會/鴻霞 兒子順利交出博士論文。 

代禱：學校假期組員全家出遊平安/寒冷季節組員身體健康/福榮姐和代彪 受傷

早日康復/認識耶穌的課程開啟慕道友的心來接受耶穌成為生命中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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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多數人明白自己的心中無形偶像是什麼，大家在很温馨，愉快的氣氛

下明白了它形成的原因並找到對治的方法/王濤姐在小組帶領神的話。 

代禱:馬丁，恆輝，張誼 信心恢復/丁媽，丁爸 感冒病毒消失/趙阿姨  孫子早日

恢復健康/Ellen 回国平安，一切儘都順利/风芸 整理房子有喜樂/小組下周

聚餐，享受食物，交流情感。 

中區以諾家庭小組（地點：南俊峰家）         : 0435-252-277/週五晚 7：30 

感恩: Huey William 帮忙修车/Don 工作顺利/Sheen 墨尔本一切顺利/Jenny 午餐客

人增多。 

代祷:Walter 的腰伤尽快好转/ Huey 工作顺利，尽快回来主日聚会/ Jenny 晚餐生意

/组员州政府担保申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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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敬拜中有神的同在/Jasmine 與孩子在法國旅遊有美好時光/Brenda 兒子生日

得到朋友意想不到的 surprise & love。 

代禱：繼續看顧 Jasmine 她們的旅程/David 一人在 Sydney 的工作生活/Clay 和

Stephen To 的工作有神帶領/May 有好的休息/保守 Steven 新工作的 settle in 

&順利/Stephen Qu 與兒子 Jeremy 雪山之旅平安有好時光。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地點：金莉家）        : 0403-947-555/週五晚 7：30 

感恩：志成 灵命有成长/Parry 车子撞后有贤内助鼓励帮助/淑玲 车子周二送修车

场/金莉 在客户处的培训顺利完成/郑洁 感谢主孩子越来越听话有智慧/王

昕 靠神有喜乐/Jin 感恩主一直以来的带领！ 

代祷：Tammy 术后健康，脚完全恢复/Amanda 在台所行一切得蒙主恩，家庭平

安/卫东 工作得智慧，一切平安/志成 老板不会健忘/Parry 尽快找到适合的

车子/淑玲 找到适合的房客/金莉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时刻仰望神/郑洁 保

守父母平安/小康 女儿学习 HSC 考试，先生未来的道路/Tracy 保守朋友

Sophia 的信心，医治她/珍妮 Wesley 工作出入平安/王昕 神的爱充满，有

足够的爱去爱人/Jin 加添 Anthony 智慧和力量，让他短时高效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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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炜 顺利结束工作开始休假/淑䝨 旅行顺利开心/立琴 女儿 B 超一切正常/

崔宁 老公出车祸但人平安没事/Amy 一切顺利/咏琪 儿子考进学校 string 
team/雅男 主使我脾气变好了/付锐/身体好/萍 出游行程能顺利定下来。 

代祷：周炜/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萍 加添力量能使我站稳享受灵裡自由和喜乐；
保守和医治妈妈的病痛/恩惠 主繼續保守懷孕的媽媽們身體健康，生產過
程一切順利保守孩子們在假期裡有玩也有與家人一起學習神的話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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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方舟家庭小組（地點：宜萍家）          : 0422-335-677/週三早 10：00 

感恩：Bonnie 哥哥平安到達雪梨/Richard 置业有神带领/David 神保守工程順利完

成經歷神的祝福/咳嗽得醫治。 

代禱：Bonnie 除去一切攔截，讓新人能到小組 /醫治小組不適的組員及家人

/Richard  小家长们劳逸结合/David 神繼續帶領未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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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亲亲的朋友 Karen 主日后决志/Vincent、淑莹 平安回国与家人团聚/Alice 全

家信靠主/秀丽 全家团聚得享丰富主恩/晨琳、晓岚 工作生活一切顺利/林

眉 回国差旅尽都顺利/阿敏 孩子们开始愉快的假期生活。 

代祷: 小组慕道友坚定信心参加慕道班早日受洗/主内弟兄姐妹病患解除身体得

神医治/添福弟兄 能尊主为大在职场荣耀神/晓岚 父亲疾病得医治、张庆

工作定位/林眉 信仰生活化能够荣神益人/Alice 国内的亲友早日认识主/阿

敏 更有智慧教导孩子。 

中區信望愛家庭小組（地點：張漢章夫婦家）  : 0430-283-131/ 週五晚 7：30 

感恩：鄒阿姨 摔跤有神保守沒事、身體檢查健康狀況良好/雅芳 姪女高考有好

成績，考到理想的學校/Sophia 孩子樂意分擔家事/Harvey & Berly 租到理想

的房子、經濟上蒙神祝福/Wendy 感冒得神醫治，Esther 假期開始/Simon 執

照已遞交審批/Lang 禱告蒙神應允，買到合適的車。 

代禱﹕雅芳 希望有假期帶媽媽出街/Harvey & Beryl  搬家順利/Simon 執照盡快

批下來/Kenny & Peony 家人發燒感冒盡快康復/組員預備心參加退修會/求

主堅固鄒阿姨的信心，勝過一切難處參加認識耶穌班/組員們為李牧師接受

療程及身體康復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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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晉升，經歷神營會大有得著/ Shirley 有機會探索生活/Hallie 小

家長陪著看 4W 教學/Claudia 可以在新的工作中經歷神/Emily L 有兩週的
假期/Jing 朋友能去小組/Emily W 生活充實心情愉悅/Jerry 順利拿到台啤。 

代禱：Simon 求神帶領做好回國前工作和事工委託安排/Shirley 和媽媽關係融洽
/Hallie 工作有智慧/Claudia 有智慧管理時間/Emily L 表姐在日本的期間一
切順利/Jing 爸爸平安來悉尼/Emily W 朋友的金黃葡萄球菌感染被醫治
/Jerry 父母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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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Nick&Valerie 參加 Hillsong Conference 有滿滿得着/Litty 生活工作有神保守

/好心人找到了 Michael 的電話/Dillon 經歷神營會有豐富得着/Ceci 服事中有

得着/Brian 經歷神營會有得着，感謝 Dillon 開車接送/ Brenda 的妹妹和外甥

女母女健康。 

代禱: Nick PR 申請早日遞交/Valerie 車子不要再被刮花/Michael 在小學當義工時

能受小朋友歡迎/Litty 旅遊簽證順利續簽/Ceci 在 work review 時與經理有好

的溝通/ Brenda 工作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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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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e 买车有神和弟兄姐妹的保守，进展顺利/Bella &Howard 顺利拿到专业

工作的 offer/Ally 週三有時間做健康檢查/Yvonne 工作喜樂，更加親近神

/Deb 小組的家人拿到工作 offer。 

代祷：Julie 和新室友关系，车子交接，year end close/Bella 在新工作中可以很快

适应并和同事相处融洽/Howard 家人平安喜乐/Ally每天跟神的關係更加緊

密/Yvonne 調整時間把神排為優先，以至於能邁向呼召，找著合神心意的

房客/Deb 作討神心意的選擇，有專注的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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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恢復健康/Wendy 在主里不缺乏/Maggie 請到好員工/Nicole 上

帝預備好的房客/Raymond 營會中首嘗聖靈充滿/Herman 營會有得著/春蕊 

適應新生活節奏/Shanshan 沒有煩心事的一周/Alex 和哥哥有好的溝通可

以彼此代禱/Michael 營會得著釋放/小玉 神有豐盛預備、朋友們懷孕/Agnes 

順利完成考試/Teresa 免費換了 I-touch、新車預定好了。 

代禱：Licca 和家人平安回到雪梨/Wendy 一切順利/Maggie 神預備前面方向

/Nicole 能夠給房客和學生家長傳福音/Raymond 小事上忠心、做神的工不

怠慢、賜注重細節的能力/Herman 預備婚禮順利/春蕊 下週考試順利通過

/Shanshan 有智慧有動力的學習/Alex 堅持禱告、房東老奶奶身體健/Michael 

中區場地尋找有智慧/小玉 家人和朋友身體健康/Agnes 好好運用放假時

間/Teresa 對神有更大信心、工作賺錢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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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 給了新眼鏡/Rae 跟朋友有好的相聚/Eunice 在主日證道有很大

收穫/Jason,Ricky 在營會中有得著/Simon 得到醫治釋放/Jake 牧師在營會中

為自己禱告/Sarah 在 placement 中學習很多/Ronsie 生病有媽媽照顧/Jack 身

體健壯。  

代禱：Emily 願禮拜順利/保守 Simon,Rae,Jake,Ricky 期末考試成績好/Rae 家人健康

/Jason,Jake 合理使用假期的時間/Simon 看顧兼職工作中的學習/Jack 身體健

康/Sarah 工作有智慧，有機會在 placement 結束后留在公司工作/Eunice 工作

開心/Ronsie 咳嗽跟喉嚨趕快好/Rolita 在選學校方面求神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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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Allen突破心里瓶颈/Ian吃到水煮鱼/Tina 有神的話帶領/Kenneth 假期愉快。 

代禱：Tina 身體健康/Ian 有好的情緒管理/Allen 假期充实/Kenneth 下周和同学参

加滑雪三日游，求神保守一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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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雅各學青小組（地點: 文碩家）           : 0404-883-886 /週五晚 7：30 

感恩：Jay 考完一门，还有两门/Edmund 公司籌備顺利/Gordon 考完试，和预期

差不多/Brenda 工作有神保守，速度有有提升/David 迟交的报告过了/John 

学习工作顺利/Helen 找到了新工作/Annie 實習學到很多/Jeff 考完试。 

代祷：Jay 有智慧考完剩下的科目，保守搬家顺利/Edmund 公司小状况可以尽快

解决/Gordon 保守考试成绩会好/Brenda 咳嗽好了，工作有学到功课/Brenda 

家人可以认识神来教会/David  更加勤奋/John 赐智慧在学业上/Helen 可

以继续坚持运动，保守身体健康/Annie 身体健康/Jeff 求神保佑在 Carins

不要再出现惊心动魄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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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dy 漲工資/Rose 考試不錯/Louise 假期的到來/Celine 破冰順利/Chris 安全

抵達中國/Julia Sunny 充實忙碌的一周/Henry 加班沒有太晚/Kristina 吃了好幾

年都沒吃的荔枝/Jacky life is beautiful。 

代禱：Cindy 有智慧管理時間和很好的預備 12 週年節目/Rose Louise Chris 假期

充實，有很好的安排/Celine 身體快點好起來，明天回家路上順利/Julia 大家

不要生病，同學關系和諧/Henry 能多一點自己的時間/Sunny 健康/Kristina 父

親能一起去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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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JJ 女生 enjoyed Girls High Tea/男生在經歷神營會有很大得著/JJ 一起參加

Hillsong conference/與學青開始上 4W/Jinni 父親修好新房的燈。 

代禱：求主保守回國探親的組員出入平安，與家人有很好的相處/Jinni 短宣預備

一切順利、時間管理、工作有智慧/Jinni、Angie、Candy 服事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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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小朋友都享受活動日。 

代禱: 求神幫助小朋友如何饒恕別人的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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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祷：孩子們领会耶稣降生的意义，为主做见证和多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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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giving: All students are on holidays/Shu Tian arrived safely in Taiwan and 

Paris/Vanessa's testimony went well. David's birthday!  

Prayer: For all students to use their holidays wisely, particularly Brain, David and Weber 

as they prepare for their senior exams/Brian, Darren and Weber to press into God as 

they just came back from camp/Shutian's safety and patience as she travels overseas/ 

Milly's piano exam that she will be patient with herself and God will grant her 

strength/Vanessa to draw strength and love form christ to love those around 

her/Becki to use time wisely to plan for youth, ancon and mission/Pray for Ruth's 

future residencies and worship leading. 



1503 宣教網絡復興禱告會  

2014 年 7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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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16-17      ﹝8：10﹞ 
16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

人。17 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

『義人必因信得生。』 

六、2"為新朋友禱告          ﹝8：20﹞ 
北區：陳方豔、Ben 施   西區：Anthony 
七、35"本周禱告主題：Week 2：為青少年禱告  ﹝8：22﹞ 

1. 為學職青弟兄禱告： 
學職青弟兄經歷神營會已於 6 月 28、29 日結束。盼望有更多的弟兄能被興起、被建立、

成為教會發展的動力。 

a. 興起弟兄：求主興起更多的弟兄服事主、挑旺服事熱情、承擔責任、
生命被主使用 

b. 尊主為大：弟兄過敬畏神的生活、凡事定睛仰望神、倚靠聖靈的帶領、
一生跟隨主 

c. 活出命定：弟兄靠主剛強站立、喜樂服事、發揮正面影響力、活出神
的命定與呼召 

2. 為少年及孩童禱告： 
少年和孩童是我們要傳承的下一代，他們需要在我們已建立的根基上，繼續往前

拓展神的國度。  

a. 敬虔後代：少年及孩童遵從神話語、有正確價值觀、過敬虔聖潔生活  
b. 生命品格：求塑造少年及孩童健康優良品格、生命不斷結出聖靈果子 
c. 基督精兵：聖靈得著少年及孩童的心為主火熱、願意接受裝備、成為

基督精兵 
3. 為學職青姐妹經歷神營會禱告： 
營會將於 7 月 19-20 日在 Springwood Blue Gum Lodge 舉行，目前已有 58 位姐妹報名參加。 

a. 預備人心：求主預備姐妹們的心、與聖靈同工、完全敞開被聖靈澆灌 
b. 聖靈工作：聖靈充滿每場聚會、神大能彰顯、各人生命得著更新醫治 
c. 祝福牧者：求主記念牧者辛勞、保守他們出入平安身體健康靈魂興盛 
八、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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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