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實的回轉 
 

  經文：使徒行傳 9：3-9，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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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程序 

一、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房角石學青小組 

二、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羅秀貞 姐妹 

三、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四、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廖雅各 牧師 

    講題：真實的回轉 

    經文：使徒行傳 9：3-9，17-22 

五、以回應詩歌來敬拜                   

六、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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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玉娥家 

Rockd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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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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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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臨本堂證道，下午在恩典靈糧

堂，兩堂信息不同，願神記念他的辛勞！ 

3. 恭祝大家新年快樂！感恩神帶領我們走過恩典和祝福滿溢的 2014

年，願神同在的平安和喜樂在 2015 年充滿您和您的家庭！『愛的禮

物』聖誕節特別節目已於上週日順利舉行，感謝所有同工的辛勞擺

上！當日北區和西區各有 9 位新朋友決志信主，願神繼續祝福帶領他

們，活動照片請查看 http://goo.gl/9BykMC 

4. 本堂『回顧過去，展望未來』除舊迎新禱告會將於本週三（12 月 31

日）晚 6 點在本堂舉行，一家一道美食，真誠地邀請您和我們一同慶

賀並用禱告邁向 2015 年。 

5. 本堂小組聚會和週間禱告會於 12 月 21 日到 1 月 3 日暫停兩週，願每

位兄姊有美好的新年假期！ 

6. 教會聯合同工會將於下週六（1 月 10 日）下午 1 點在 Chatswood 

Dougherty  Community  Centre 舉行，請同工務必準時參加。 

7. 本堂 2015 年上半年同工版行事曆已發放，請同工向各事工主責領取。 

8. 2015 年 1 月起，西區恩典家庭小組聚會地點將改為曲世強夫婦家，地

址：34 Beecroft Rd, Beecroft，聚會時間不變，詳情請參週報夾頁。 

9. 全教會聖經禱讀《馬可福音》將於今日開始，禱讀本$5/本，請向小組

長購買。 

10. 牧師助理翁玉婷於 12 月 22 日至 1 月 5 日休假，在此期間由秦玉代理，

牧師助理聯絡電話及郵箱保持不變。 

11. 肢體代禱 ：  

a. 為假期返鄉探親度假的兄姊禱告，出入都有神的保守！願神保守蘇輝

牧師夫婦與家人有美好的相聚，度過愉快的假期，蘇輝牧師代理人為

蘇筱玲；施海雲休假期間，北區兒主代理人為陸儒懿。 

b. 請繼續為李牧師為期一年的強化治療代禱，身體各項指標能夠恢復正

常，身心靈得完全的醫治與釋放；並為君慈師母的物理治療過程以及

血糖指標代禱，詳情請參代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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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晨 
房角石 

學青 

星語 

詠翔 
善恆 

多加永青 

但以理職青 
于庭 

克黎 

韋良 

道平 

林眉 

道平  

慶財  

親親 

下週 思靈 
但以理 

職青 

星語 

家瑋 

但以理 

職青 

以馬內利 

家庭 

儒懿 

海雲 

曉嵐  

克黎  

添福 

林眉 

黛莉 

秀貞 

昌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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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18 17 中區 

11 

56 11 109 $3010.65 -- 

恩典 149 33 12 20 9 80 $3430.20 -- 

含什一奉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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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8 日 (日) 馬可福音 1：1-8 

12 月 29 日 (一) 馬可福音 1：9-11 

12 月 30 日 (二) 馬可福音 1：12-15 

12 月 31 日 (三) 馬可福音 1：16-20 

1 月 1 日 (四) 馬可福音 1：21-28 

1 月 2 日 (五) 馬可福音 1：29-39 

1 月 3 日 (六) 馬可福音 1：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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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 

學青 

約瑟 

少年 

15 9 15 7 8 17 12 9 10 7 -- 

本本週週背背誦誦經經文文     馬馬可可福福音音  11：：1177--1188  

耶耶穌穌對對他他們們說說、、來來跟跟從從我我、、我我要要叫叫你你們們得得人人如如得得魚魚一一樣樣。。他他們們就就立立刻刻舍舍
了了網網、、跟跟從從了了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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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8900-3.htm#272335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8900-3.htm#272335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6942-43.htm#224947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6942-43.htm#224947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4414.htm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4414.htm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2352-1.htm#344477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2352-1.htm#344477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4414.htm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4414.htm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3448-51.htm#1190034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3448-51.htm#1190034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5216-27.htm#185007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5216-27.htm#185007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2723-91.htm#938572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2723-91.htm#938572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1282-16.htm#516345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1282-16.htm#516345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9274-5.htm#272336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9274-5.htm#272336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6942-43.htm#224948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6942-43.htm#224948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4261-1.htm#167471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4261-1.htm#167471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2207-46.htm#784020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2207-46.htm#784020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4414.htm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4414.htm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2207-46.htm#784021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2207-46.htm#784021
http://www.1503.org.au/bible/word/14415.htm


           1503 宣教網絡 2014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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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家人 2014 有神豐盛的恩典/彭彭 開啟主內嶄新生活/林眉 生命

不斷突破更新/親親 靠主站立得穩/淑瑩 生活中經歷美好的人和事/
晨琳 家人安好。 

代禱: 2015 主內家人更多靠主得勝/林眉 更深被聖靈充滿得著能力興旺福
音/Shirley 平靜安穩如鷹展翅上騰/淑瑩 婆婆感冒快好旅行有主看
顧/紅瑯 外出度假差旅的家人們平安順利喜樂/晨琳 新年搬家租房
盡都順利/親親 兒子早日歸主/曉嵐 求神看顧來年家人身體健康
/Nancy 身強體健/彭彭 2015 增人添口。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地點：金梅家）   : 0403-947-555/週五晚 7：30 
感恩：Tammy 母親的手術成功/倪瑞 感謝主保守我們全家平安渡過 2014

年/Judy 主的醫治的大能挪走了我痛苦的月子病，榮耀歸主/Cathy 經
歷到主的慈愛保守看顧家中需要/金莉 主提升我在翻譯裏的服事。 

代禱：Tammy 求主平安喜樂在來臨的聖誕及新年假期，普世歡騰/倪瑞 主
在 2015 年指引我們全家前行/Judy 求主繼續帶領我們全家明年的腳
步，加倍我們的智慧和能力/智幫 星期天的見證分享能夠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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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文 有主的恩典/周煒 年底的忙碌中有神的同在/崔寧 2014 年祝

福滿滿/立芹 神時時與我同在/恩惠牧師 組員們在聖誕茶點裏愛心
滿滿的擺上服事/萍珍 神的奇妙恩典充滿家裏。 

代禱：靜文 智幫的手職業病的問題快點好起來/崔寧 新一年全家人平安
健康，更多經歷神美好作為/立芹&周煒 新的一年親人及主內家人身
體健康平安喜樂、心想事成/恩惠牧師 主帶領喜樂家人 2015 裏更渴
慕神的同在/萍珍 求主不離不棄光照家裏每個人及在國內的親人。 

中區以諾家庭小組（地點：南俊峰家）   : 0435-252-277/週五晚 7：30 
感恩：感謝神每天的看顧和供應/聖誕節 18 人決誌，靈魂大豐收/一切有神

的帶領，每天平安喜樂。  
代禱：Walter 小家上海房子順利賣出，Walter 晚上睡眠好，Kenneth 選讀專

業有神的帶領/組員們聖誕新年假期開心平安喜樂/Nancy 有神預備的
學校，Jenny 簽證順利/Fang 父親在上海的投資房盡快賣出，Sheen 順
利完成論文初稿。 

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地點：瑾妮家）   : 0401-890-474 /週五晚 7：30 
感恩：Valerie 聖誕表演順利/Nick 能吃到好吃的可樂雞/Eddie 渡過愉快的

周末，聖誕演出順利/Jay 找回丟失的錢/Dillon&Litty 爸爸來到澳洲。 
代禱：Valerie 假期能開始認真復習/Nick 聖誕假期愉快/Eddie 能渡過一個

平安祥和的聖誕，聖誕聯合聚會順利/Jay 假期平安愉快/Dillon&Litty 
假期有好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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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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巴拿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都好棒 / Shirley  神一年

來對我原生家庭的看顧保守修復和愛 / EmilyL 弟弟工作有好的發展 
/ Jing 這一年在小組感覺很有愛 / Claudia  在 2014 年裏恩典滿滿。 

代禱：Simon  腳傷不發炎，求神醫治 / Claudia 在 2015 年更多依靠祂且更
多經歷祂/EmilyL 各方面都更加成熟/Jing 巴拿巴生養眾多/ Shirley 
在處理生活的各個層面上能夠更有智慧更像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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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shan&小玉 可以和組員一起出遊/Maggie 聖誕節表演順

利/Wendy 假期可以好好休息/春蕊 雅思報上名/Michael 聖誕節佈道

會表演順利/Agnes 外公出院/Teresa 過了幸福的一年，考到 full license，
聖誕節和家人 party。 

代禱： Licca 假期有好的休息，重新得力/Maggie 家人新年事事蒙神祝福
Wendy 假期旅途平安愉快/Shanshan 旅途平安，天氣給力/春蕊 旅途
平安愉快/Michael 牧養有智慧/小玉 合理安排時間/Agnes 外公身體康
復/Teresa 和家人有好的溝通，新的一年有好的安排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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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sie，Emily，Jake 感恩聖誕來臨/Sarah，Eunice 放假/Rolita 即將

回國/Simon 快回香港/ Jason 美國生活順利/Ryan 身體好了/Rae，Ricky

有好成績/Jake 感恩實習有挑戰。 
代禱：保守 Jack，Rolita 身體健康/Sarah 身體健康/Ronsie，Rae，Ricky，Eunice

願家人關係跟身體健康開心/Ryan 能適應新工作環境和人事交流/保
守 Jake 找實習和 summer school 順利/Eunice 工作有智慧,脾氣好一點/
求主保守 Jake，Ricky，Simom，Rae，Ronsie 表妹的考試成績好/保守
Jason 美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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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 Rose 年度最後的小組和交換禮物很開心/Han 考試結束/Chris 

找到新工作/Henry 工作順利/Cindy 工作忙碌/David 考試結果滿意

/Dennis 今年一切順利/Louise 今年學習很多。 
代禱：Julia 年底順利/Han summer school 順利 聖誕節工作安排輕松/Chris 

新工作順利/Cindy 下禮拜工作安排/Rose 紅 P 通過/David 同家人傳
福音/Dennis 在澳洲假期開心/Louise 假期一切順利。 

北區兒童主日學（地點：教會）        : 0421-905-557 /週日早 10：30 
感恩：小朋友用心參與教室聖誕布置，準備兒主派對。 
代禱：小朋友與老師們有個愉快假期。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地點：世強夫婦家） : 0411-652-060/週六晚 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