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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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滿滿』新春特別節目 主日程序 
主持人：陳明鋒 

一、敬拜讚美                   1503 敬拜團 

二、感恩奉獻                   陳明鋒 弟兄 

三、迎新報告 

四、讚美操                     以馬內利家庭&八福永青小組 

    《提神的名》&《主禱文》 

五、心靈加油站                 蘇輝 牧師 

    講題：祝福滿滿 

    經文：腓立比書 3：13-14 

六、回應呼召                   

七、感謝同工 

八、領受祝福                    

九、新春團圓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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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瑾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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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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忘記背後 

 

 

 

 

 

 

 

 

 

二、努力面前 

 

 

 

 

 

 

  

  

  

 

 

小組討論： 

1. 你計劃如何過一個蒙福的人生? 

2. 如何向著標竿直跑,奔往神為我們定下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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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教會目標    剛強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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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祝福滿滿』新春團聚活動於今日舉行，上午在本堂，下午在恩

典堂，特別預備了精彩節目同享歡樂及新春的喜悅！更感謝大家攜帶

您們的拿手佳餚來彼此分享，在此祝福大家新年蒙恩。 

3. 感謝主！教會 2 月聯合同工會已於上週順利舉行，會議記錄請參公佈

欄，重要決議如下：1503 運動會將於 10 月 3 日舉行；7 月 10-12 日再

次邀請朱紹恩傳道前來舉辦特會。請繼續為同工團隊代禱。 

4. 本堂 2015 年『心意更新』家庭營將於 4 月 17-19 日在 The Tops 

Conference centre 舉行，報名已開始。請向小組長領取報名表填寫及

繳費。13 歲以上 $170，孩童 6-12 歲$150，3-5 歲$ 55，未滿三歲免

費。請小組長收齊 3-4 份報名表後，即可向林品君報名。 
5. 日前教會收到一位姊妹 AU$10000 及上週收到一家人 AU$15600 的奉

獻，這幾位兄姐對教會事工和將福音傳給需要的人有負擔。這兩筆奉

獻會用作教會事工和宣教基金。 
6. 本堂聖工執行委員聯合會議將於下週二（2 月 24 日）晚上 7 點半，在

陳明鋒夫婦家舉行。 

7. 全教會聖經禱讀《歷代志上、下》將於 3 月 1 日開始，禱讀本$5/本，

請於今日向小組長購買。 

8. 本週三為中國農曆除夕，週間禱告會暫停，祝大家春節愉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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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玉娥返

鄉期間，其代理人財務部為蘇碧爽，西區主日崇拜為翁玉婷。 

b. 比撒列職青小組樊雨萱的外婆於上週安息主懷，求主親自安慰家

人的心！  

1. 『男士守望小組』由晨光關懷協會舉辦，2 月 12 日晚 7 點半開始第

一次聚會，詳情請參公佈欄。 

2. 『網絡成癮』心理健康講座，由晨光關懷協會主辦，將於 3 月 5 日晚

7 點半在中央浸信會舉行，詳情請參公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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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瑾妮 
1503 

敬拜團 

星語 

玉傑 
陸儒懿 

雅各學青 

房角石學青 
昌敏 

新春 

團圓飯 

陳驍 

善恆 

親親 

雪薇 瑞珠 

慶財 于庭 

下週 子榆 
約瑟 

少年 

星語 

婉瑜 

約瑟 

少年 

但以理 

職青 

海雲 

瑞珠 

李多 

雲夢 

黛莉 

林眉 

道平 

朗詩 榮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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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建堂 

北雪梨 123 15 
禱讀 

24 11 90 $2311.20 
$15600 

-- 

恩典 90 16 17 9 90 $2663.60 -- 

奉獻金額不含網絡轉賬，只是主日所收奉獻。含什一奉獻 39 筆；宣教奉獻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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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5 日 (日) 馬可福音 12：35-44 

2 月 16 日 (一) 馬可福音 13：1-13 

2 月 17 日 (二) 馬可福音 13：14-27 

2 月 18 日 (三) 馬可福音 13：28-37 

2 月 19 日 (四) 馬可福音 14：1-11 

2 月 20 日 (五) 馬可福音 14：12-31 

2 月 21 日 (六) 馬可福音 14：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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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4 - 4 9 13 14 -- 8 8 9 

本本週週背背誦誦經經文文     腓腓立立比比書書 33：：1144  
  
向向著著標標竿竿直直跑跑，，要要得得神神在在基基督督耶耶穌穌裏裏從從上上面面召召我我來來得得的的獎獎賞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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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大哥 愛心安排的小組戶外活動/史弟兄 愛心車服事,大家的參與,

在 Gosford 度過平安喜樂的一天/韩弟兄 腫脹發炎得到神和医生的完全

医治/慧华姊 有体力為家人預備早餐/敏青姐妹 親戚平安抵達雪梨並

愛心的接待。 

代祷：求神保守克黎考车牌顺利/教会的新春團聚,得着靈魂/求神医治素凝姐

身体的软弱/赐潘慧华姊喜乐的心和医治的良药/瑞蓮姐妹能靠神得勝,

雇主能得著喜樂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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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亲亲 周末看画展很享受/淑莹 全家度假见证主的恩典与荣耀/红琅  

心灵逐渐恢复平静/李多 新年开始工作顺利/林眉 福江顺利回到悉尼

团聚/秀丽 17/2 神学院毕业。 

代祷:亲亲 新春特会吸引更多慕道友/红琅 新年特会节目表演顺利/淑莹 主

带领 Tommy在新学期有更踏实的学习态度/李多 腰疾可完全恢复/林眉 

求主赐敬畏的心寻求他美好的旨意/秀丽 竭力追求成为传道的好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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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Kent 每天早上送万万上学，让 Candy 可以准时上课/小组开始 4W 装备

训练,组员们积极参加/Alisa 有个美好的假期,带孩子们去座游轮/Don 小

家回国国与家人团圆，与朋友有个很好的聚会，Joanne 和 Stephanie 很

适应家里的环境/Fang 小家回国准备一切顺利。 

代祷：放星能顺利拿到机位回国休假, 生意尽快得到审批/Adele 的身体以及

检查结果/Alisa 去澳门平安, 并给 Alisa 智慧和好的精神,体力处理好家

里的事情/Jenny 餐厅尽快转让，johnson 和 nancy 去德国旅行顺利。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地點：世強夫婦家）   : 0411-652-060/週六晚 7：30 

感恩：與約書亞小組練習新年節目，大家都很認真擺上彼此配合，求神使演

出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代禱：求神纪念 Adele 和 Huey 为神和弟兄姐妹的愛心付出，賜他们身體健康

靈魂興盛，平安喜乐，事事经歷神丰盛的恩典/叢曉回北京一路平安，也

要注意飲食，使身體不好的指標早日恢復正常。新年的節目有美好的呈

獻 使能榮神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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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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ny&Kenny 神供應我家一切所需，病患中得弟兄姐妹們關心代禱

/Simon 神祝福工作並加薪/Lang 有足夠體力應付工作、家務和孩子/Linda

愉快平安渡過假期/Harvey&Beryl 家人平安到達悉尼，寶寶滿月。  

代禱﹕Kenny&Peony 全家感冒生病求主醫治/Simon 求神醫治在香港的堂哥

/Lang 兒子 Aadi 經常一個人出入願神保守平安/Linda 父親的眼睛視力願

盡快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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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倪瑞 我和燕华有成功的受洗见证/郑洁 儿子回国与祖父母有很好的团

聚/Parry 有个愉快的周末/Amanda 感恩父親的養育之恩。 

代祷：倪瑞 妈妈申请来澳的签证顺利/郑洁 求主预备人心，有更多慕道友来

到教会的春节团拜会当中/Parry 全家身体健康/Amanda 全家得到救恩，

力行健康飲食習慣/恩惠牧师 主圣灵在新春布道会里，亲自吸引人归向

耶稣/主保守 Jenny 和 Gilbert 一路平安回到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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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孩子歡喜敬拜神和回答課程問題/ 新朋友新老師加入。 

代禱：孩子們天天蒙神保守，平安喜樂。 

北區方舟家庭小組（地點：宜萍家）       : 0422-335-677/週四早 10：30 

感恩: Bonnie 感冒好/宜苹 一家都平安/上帝保佑 Richard 全家/Lina 咳嗽好/

馬瑩的老大慢慢适应幼儿园，二宝长得很壮实/Jessica 女兒 Ellie 有人幫

忙看顧。 

代禱:宜苹 小兒子盡早解決飲食作息失調, 保守宜苹有足夠睡眠體力/Richard 

求主賜勇气予全体组員/Levina 眼睛細菌感染趕快好/帮助馬瑩尽快恢

复，不要有月子病/Shining 和 Jessica 工作上都有進展/Boonie 求神帶領

服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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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新西蘭回來能與弟兄姊妹相聚/Dillon&Litty 工作生活有神保

守/Siying 回國見到家人很開心/Brenda 有來自神的信心/Eddie 周末踢了

非常棒的比賽/Brian 工作十分繁忙但是很有滿足感。 

代禱: Valerie 回國旅程一切平安，與家人朋友相聚愉快/Dillon&Litty 新春佈道

會順利/Brenda 媽的健康有 120％的恢復/Eddie 傷病儘快恢復/Siying神幫

助順利解決問題/Brian 咳嗽儘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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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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回小組的懷抱/Shirley 有打工機會/EmilyW 平安/EmilyL 搬家

順利/Hallie 回國和親人有很美好的團聚時光/Claudia 有平安喜樂的一

週/Philip 好友常伴/Jing 工作中有神的恩典 /Jade 神一直以來的看顧

/Yuki&Sam 吃到珍妮曲奇。 

代禱：Simon 求神帶領工作的方向/Shirley 媽媽過來後適應這邊的生活/Jing 

求神繼續保守/Claudia 更多尋求神的心意/Jade 進行中的所有事情都能

順順利利 /Hallie 學習效率 /Yuki&Sam Philip 一路處處平安事事順利

/EmilyW 某位故人和她的家庭平安樂觀地度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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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使們的愛心代禱和在基督里的安慰/Wendy 爸媽平安順利到

悉尼/Maggie 買到回國機票/Raymond 台灣遊聖靈充滿/春蕊 順利拿到

學校 offer/Shanshan 有好的休息/Alex 退房順利&加班也很喜樂/Michael 

帶敬拜順利/小玉 訂到考車時間/Agnes 實習有神同在/佳能 複習雅思

有神的陪伴和帶領 

代禱：Licca 求主保守母親靠主常喜樂/Wendy 雅思成績&爸媽在澳洲有好的

休息/Maggie 回國與家人有智慧的溝通/Raymond 日本行平安順利/春蕊 

大姨平安回國 /Shanshan 工作生活有神帶領 /Alex 回國有神的帶領

/Michael 組員返鄉平安/小玉  回國路程平安&有智慧和家人傳福音

/Agnes 帶領實習跟生活/佳能 與神建立更近的關係&雅思順利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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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美好的一周/Eunice 跟 Cindy 聊天很受啟發/Rae 假期愉快/Sarah 

Ronsie Ricky 回香港渡假很愉快/Jake 接下來兩個月都安排得很充實。 

代禱：Emily 求主保守工作測試順利通過/Eunice 更好的時間管理去處理繁忙

的生活/Rae Ronsie Ricky Ryan 願家人和自己都身體健康/Sarah 簽證申請

順利/Rolita 韓國之旅平安/Simon 為來著的新學期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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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平安/Owen 有面試的機會，意外加薪/Jay 有機會上開飛機

的課/Tina 媽媽感冒比較好/Ian 有機會在大學裡邀請新來的讀 PHD 的同

學來教會/Tom 超速沒有被罰。 

代禱：Allen： 外公的身體，感冒快/Owen 美國 offer 順利批下/Jay 紐西蘭旅

遊平安盡興/Tina 腸胃鏡儘快排到/Ian 早睡，合理規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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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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rid 生活喜樂，工作順利，家人身體健康，旅遊安排順利/Ally 週末

下班能到海邊游泳/Julie 练车一路平安/Deb 節慶順利完成 

代禱：Ingrid 睡眠，心情放鬆，週六的身體檢查可以順利，身體健康，週六

聚會/Ally-小組未來發展方向/Julie 驾考以及妈妈信主/Deb 平靜安穩。 

中區雅各學青小組（地點: 曉慧辦公室家）  : 0420-983-634 /週五晚 7：30 

感恩：John 考试很顺利/Edmund 和 Cara 病好了/Brenda Edmund 病好了/Cindy 

家里大扫除顺利/Annie 很平安/Ivy 下周有小长假/Helen 爸爸下星期来

澳洲。 

代祷：John 合理整理东西/Edmund 和 Cara 家人身体健康/Brenda 大家的身

体健康/Cindy 回国顺利/Annie 台湾失事航班生还人员的平安，失事人员

家人的平安/Ivy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Helen 家人出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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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mine 來到芥菜種/Louise 過了愉快的生日/小含 工作清閒/Rose 開車

順利/榮恩 Jacky Chris Henry 去 gym/Cindy 渡過忙碌的一週 。 

代禱: Jasmine 考試成績理想/Louise 開學順利/小含 能找到好的兼職/Rose 路

上安全/榮恩 Jacky Chris Henry 持續去 gym/Cindy 睡眠的品質和有智慧工

作和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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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Jason 感恩找到工作/Micheal 感恩找到补课 & 买了 iphone6/Joycelyn 

Xing Lu & Jocelyn 分到好的班/Jocelyn brother got into Sydney Uni/Joycelyn 

学校乐队选好了/James 作业很多/Sean got a merit award/Winny can play 

basketball now/Charlotte made new friends at new school/Candy finished essay. 

代禱: Jason serve God more/Micheal Candy assessment/Joycelyn 妈妈弟弟到悉尼 

safe and fun time/Leo & Charlotte can make more good & true friends/James 

梦想事成/Stella & Jocelyn can get into sports teams/Winny Xinglu & Jocelyn 

do well in studies/Sean & Stella sickness to get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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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八福永青小組（地點：教會辦公室）   : 0420-388-066/週四早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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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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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