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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提前 6:6-10, 17-18                   講員: 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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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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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輝 牧師 

    講題：知足的秘訣 

    經文：提摩太前書 6:6-10, 17-18 

五、以回應詩歌來敬拜                   

七、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蘇輝 牧師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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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瑾妮家 

Chatswood 

西區 

林正宜家 

Eastwood 

中區 

劉進家 

Homebush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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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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v6 

i. 敬虔 

              

ii. 知足. 

 

 

 

B. 想 要 發 財 的 人.   

i.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v7 

  

ii. 陷入誘惑. v9 

 

iii. 被引誘離了真道. v10 

 

iv. 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v10 

 

 

 

C. 持守敬虔與知足 

 

 

 

 

小組討論 

1. 在什麼狀況之下, 你會求神賜給你一顆知足的心? 

2. 你會如何幫助一位信徒對財物有恰當的管理? 

3. 為什麼有許多人對他們所擁有的仍感到不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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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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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人數已達 187 人，請大家為家庭營籌備
工作能按 神心意和計劃順利進行代禱，並賜下渴慕的靈在弟兄姐妹
心中，被聖靈充滿，生命得改變。 

3. 本堂 4 月家庭營，欲參加受洗者，今天是最後一天的報名，請小組長
把握機會，並請與組員約談後之完整填寫的受洗申請表及兩張一寸照
片交給牧師助理。《認識耶穌班》6-6，今天主日後 12 點半，在對面小
教室準時上課，課程講義僅預備給已報名的學員。 

4. 本堂『七個釋放禱告』30 天連鎖禁食禱告，將於 3 月 30 日開始，請
大家積極參與，經歷 神的同在，並盼望個人生命得著更新，家庭得
著復興，教會得著提升；禱告手冊$5/本，詳情請洽各小組長。 

5. 受難日禱告會將於 4 月 3 日星期五晚上 6 點半－9 點在本堂舉行，請
預備心參加，以紀念及感恩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救贖恩典。 

6. 『再活一次』復活節特別活動，將於 4 月 5 日上午在本堂，下午在恩
典堂舉行，特別預備了精彩節目及美味餐點(詳情請參週報夾頁)，請
踴躍邀請新朋友參加！並感謝全體兄姊於上週主日同心在 Chatswood
派發單張，共同興旺福音。 

7. 復活節佈道會總綵排定於 4 月 4 日(本週六)下午 1 點至 6 點在本堂練
習，請各相關的同工準時參與，並為籌備事工代禱，使 神的心意得
滿足。 

8. 本週為面對面禱讀週，週間禱告會及小組聚會改為面對面禱讀。 
9. 日光節約（Daylight Saving）於 4 月 5 日(下週日)凌晨 2 點結束，屆時

請將時間調慢一小時，請大家注意聚會時間。 
10. 本堂聖工執行委員聯合會議已於上週順利舉行。教會 4 月聯合同工

會，將於 4 月 11 日(下週六)，下午 1 點在林品君位於 Top Ryde Shopping 
Centre 樓上住家的社區會議室舉行，請同工務必準時參加。 

11. 上半年關懷組同工聯誼會將於今天下午 5 點-7 點，在恩典靈糧堂兒主
教室舉行，請各小組之關懷同工參加，並歡迎小組長參與。 

12. 肢體代禱 ：以馬內利小組副組長劉紅琅，將於 4 月 1 日起回國探親三
週，回國期間其代理人爲唐秀麗。 
 

 澳洲家庭更新協會『婚前評量及輔導服務』，歡迎未婚情侶參加，詳
情請參閱公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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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宜 房角石 
詠翔 

李傑 
房角石 約瑟少年 

昌敏 

儒懿 

立彥 

健文 

道平 

林眉 

親親  

淑莹 榮恩 

下週 瑾妮 
西區 

敬拜團 

李傑 

家瑋 
(AV) 

以馬内利 

家庭 

海雲 

健文  

但以理 

芥菜種 

林眉  

黛莉 

道平 秀貞 

于庭 玥含 

天翔 淑瑩 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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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15 21 中區 

10 

53 10 88 $2377.49 $100 

恩典 92 18 11 35 9 87 $2413.60 $160 

主日所收奉獻金額不含網絡轉賬。含什一奉獻 39 筆；特別奉獻 -- ; 建堂奉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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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9 日 (日) 歷代志下  2：1-18 

3 月 30 日 (一) 歷代志下  3：1 ~ 4 : 22 

3 月 31 日 (二) 歷代志下  5：1-14 

4 月 1 日 (三) 歷代志下  6：1-42 

4 月 2 日 (四) 歷代志下  7：1-22 

4 月 3 日 (五) 歷代志下  8：1 ~ 9 : 31 

4 月 4 日 (六) 歷代志下 10：1 ~ 11: 23 
                        

多加 

永青 

八福 

永青 

以馬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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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8 13 8 14 -- 7 13 7 -- 

本本週週背背誦誦經經文文     提提摩摩太太前前書書 66::1177     

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只要
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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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大家喜乐满怀/本周破冰改为祷告，二人一組，彼此在同心

祷告中，更蒙神垂聽/彭牧师讲解领圣餐的意义，让大家明白神的爱

和大能/John 传讲神的话，让大家意识到祷告的重要和迫切/神的恩典

和拯救再次临到坚毅姐，带她走出疾病及患难，走向光明/大家坚信

神的同在 

代祷:求神保守 3 月 28 日的选举，基督民主党能获胜/求神垂听為澳洲的復

興祷告/外出或远行的弟兄姐妹一路平安/求神医治身体软弱的弟兄

姐妹/小组兴起祷告的祭坛/求神保守 Tina 一家平安顺利 

北區八福永青小組（地點：丁健夫婦家）   : 0420-388-066/週四早 10：25 

感恩:常碧 Jake 氣胸手術成功，恢復良好；小組全體齊心代禱/海萍 孫 

Kevin 幫小組錄影並剪輯新春表演/秋芬 邀請小組兄姊們下週到家

中聚會/丹雨 本週有時間參加聚會/小組每個人都関心王濤姊/秀貞 

丁媽有智慧，幫助小組敬拜歌曲用電視大瑩幕呈現。 

代禱:小組兄姊們持續為王濤姊禱告，心得安慰/秋芬 神幫助王濤姊靈裏堅

強/秋芬 中國領導者們的政治廉能/秀貞 台灣降甘霖，免除乾旱/秀

貞 堅毅姊的身體得醫治/秀貞 丁媽記憶力不會減退，愈耒愈好/丹雨 

父親骨盤恢復，起耒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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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a 歷經緊急狀況蒙神保平安/淑瑩 感恩兒子在主恩手當中有很大

的改變/紅琅 用心安享閱讀靜思的美好時光/親親 經歷神奇妙的醫

治，感冒真的不藥而癒/林眉 主日信息被提醒存敬畏的心看重神所

看重的一切/道平 Daniel 和我都開始工作。哈利路亞！ 

代禱:紅琅 主的受難和復活建立更多人的新生命/親親 能排除萬難，堅持

參加週三禱告會/淑瑩 求主剛強我心，不受外界環境和人來影響/林

眉 警醒禱告體貼父神的心討主喜悅活出見證/Dora 家用車修理事宜

順利 /道平 在工作上有好的記憶力、體力。求主垂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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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Don 全心渴慕提前禁食祷告，回澳洲工作顺利/星放疲劳中,从未缺席

小组/Candy 和千千报名家庭营;Kent 积极操练破冰,成绩斐然/Jenny

开放家给大伙准备美食福利，回国顺利平安/Jenny 和 Candy 的敬拜和

祷告越来越有能力/ Kent 小家厨具茶具升级;每天早起，开心上课有

所收获/恩典以诺组员们同心又喜乐地在小雨中发单张/Fang 小家收

到退税款，生意进展顺利。 

代祷:复活节特别聚会的一切筹备都顺利，当天充满神同在/ 

Jenny,Kent,Candy 4w 的服事操练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星放在辛劳中更

多信靠,更多经历主的恩典; 从神而来的智慧训练新员工/Don 籍着禁

食祷告,建立家庭祭坛，荣神益人;早日拿到新车/Stephanie 带女儿平

安回澳洲/ Jenny 餐厅转让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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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来澳有人陪伴。/郑洁 章少华弟兄回到我们当中。/智幫 工作

順利，身心健康！/金梅 赞美神，同事愿意换班，可以参加家庭营了。 

代祷:倪瑞 妈妈来澳一切顺利。/Jeny 求神醫治大能與李牧師恩惠牧師 Tracy

同在。/Tracy 周六將回台灣 3 周，求主保守家人及孩子們平安，謝謝

小組里的祝福。郑洁 求主在工作上有代领。/智幫 靜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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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芳 主開路 Linda 雅男都能來營會/Lang 每天都有主的帶領/Sophia

兒子 Peter 及女兒發燒，到神面前祷告没吃药燒即退，女兒放学後還

能去游泳，完全没事 。学校面談時告知 Peter 各科學習都很優秀/ 

Terry 表現定期評估順利通過/ Beryl 夫妻同心祷告有得着/ Linda 把家

庭營的時間全然擺上/Peony 家人健康/Kenny 得前老師鼓勵及賞識。 

代禱:雅芳 主祝福空腹而去飽足而歸，得着祝福，造福眾人/ Lang 遠離試

探/Terry 求主賜體力/Harvey 敬拜服事能被神使用/Linda 為家人祈福

/Kenny 學習,家庭,工作及服侍時間運用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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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家裝修有主帶領，一切順利/Dillon&Litty 工作中經歷

神/Jinni 紐西蘭之旅很愉快/吃到媽媽包的愛心大餛飩/靈修有得著

/Jay 身體健康/Cecilia 有智慧處理每一件事/Brenda 有許多新朋友到但

以理 

代禱: Nick&Valerie 服事有智慧/Nick&Dillon 考試有從神而來的智慧和專注

/Brenda 可以聽到神的旨意/Jinni 禱告組的發展/家庭營受洗典禮一切

順利/兄姊能積極參與禁食禱告/身體健康/Jay 按照神的旨意行事/加

添智慧與勇氣/Cecilia 聽到明白神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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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都很投入到復活節戲劇排練和後期製作 / Claudia 

有喜樂的一週 / Yuki 每天出門時都有一片雲遮住楊光 / EmilyL 和

朋友聊天很開心 / Philip 重見老友認識新朋友 / Shirley 喜樂 / 

Hallie 翻譯考試通過 / Jing 凡事主恩滿滿 / Jade 按時準備好了配偶

簽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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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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Simon 戲劇排練能如期完成 / Claudia 求神醫治身體不適的兄姊 / 

Yuki 開車可以進步神速 / EmilyL 工作課業順利 / Philip 一切順利 

/ Shirley 房間能盡快找到房客 / Jade 配偶簽能儘快批下來 / Hallie 

Emily 很快適應新小組 / Jing 求神繼續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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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Herman&Licca 大部分家具已經賣出，兄姊熱情的款待和信任

/Wendy 聽媽媽分享的見證被鼓勵/Maggie 姐妹來店裡幫忙/Nicole 找到

合適的新房客/Raymond 獲贈兩隻名種貓咪/春蕊 新學校交到新朋友并

傳福音/Shanshan 生活充實/Alex 靠主喜樂/Michael 旅途平安，重新得力

/小玉 小天使貼心幫忙/Agnes 收到朋友們滿滿的愛/佳能 神通過不同的

方式來對我講話/Andy 順利通過試用期 

代禱:Herman&Licca 饒恕的大能凡事靠耶穌得勝/Wendy 家人有喜樂的心健

康的身體&有智慧的複習/Maggie 家裡的各樣生意有神保守和帶領

/Nicole 是否收養朋友的貓咪，工作有智慧/Raymond 家庭營團康活動籌

備有智慧/春蕊 順利完成大量的作業/Shanshan 情緒控制/Alex 雅思&搬

家平安順利，有智慧應對公司的重大變化/Michael 家庭營籌備順利/

小玉 找工作求神帶領/Agnes 實習有智慧/佳能 控制情緒/Andy 智慧勇

氣應對挑戰&愉快有意義的 E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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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假可以外遊/Sarah Jason 回到悉尼/ Ronsie  有能力照顧他人 / 

Eunice 神的話和小組員的安慰/ Jake  學會更多感恩/ Ricky  生活作息

很好/  Rae 吃很多蛋糕/  Simon  聊天聊很多 

代禱:保守 Jack,Jake,Simon 身體健康/Ricky  時間安排和 assignment/ Eunice 

靠主常喜樂/ Sarah  腰痛得醫治,搬家和工作  / Emily  外遊平安/Rae 

掉了的錢可以幫有需要的人/ Ricky 家人身體健康/   Ronsie  外婆手術

/  Simon  未來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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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Ian 很受到主日經文和信息鼓勵/Owen 收到 University of Chicago 的

offer/Allen 睡眠良好/Jessica 蒙大家的祷告，第一波 presentation 大功告

成，在互黑中和小组成员成为好朋友/ Tina 休假愉快 /Kenneth 一人

生活逐渐适应 

代禱:Tina 家中的事一切順利，哥哥穩定去教會/ Jessica 早点睡觉，不再发

呆/ Allen 平靜安穩的心/'owen 無論去哪所大學，都希望能夠順利入學

/Ian 堅持專心到論文交出的一刻/Kenneth 交换学生项目申请顺利，求

神预备一家好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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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神保守平安喜乐/Brenda 组员带特产回到悉尼/Helen 妈妈身体

检查顺利/John 回悉尼了/Edmund 工作顺利，有神带领/Rose 睡眠好，

和国内同学保持好联系/Dee 下雨的时候包里有伞/Jeff 一切平安

/Cindy assignment 完成/Dennis 生活回到正轨 

代祷:David 做事情有智慧不要拖泥带水/Brenda 妈妈的签证，大家身体健

康/Helen 妈妈身体健康/John 出入平安/Edmund 妈妈的签证赶快批

下来，组员平安回到悉尼/Rose 希望生病的 baby 能赶快好，遇到一

个好老师/Dee 爸妈平安健康/Jeff 身体健康/Cindy 能在兼职和学习

中找到平衡/Dennis 能早点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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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分享经验帮助甜甜睡眠训练。/ 静文  有主的带领。/ Joyce

阿姨 能被神使用成为年轻房客的帮助，并带她去教会。/ 雅男 终于

能报名去家庭营。/赵玲 赞美神天没下雨，能抱着小孙女甜甜在街

上发单张邀请人来复活节布道会。/催宁 以后有更多机会开车去 city。

/萍珍  全家去营会。/立琴 外孙小骏马的湿疹好转了。  

代祷：周炜 甜甜可以睡整觉。/雅男 求主带领 AccDating 前面的路！/静

文 求主帮助中国的父母买到合适的房子。/Amy 求神带领前面当走

的路。/Joyce 阿姨 求主感动儿子的心回转归向神。/赵玲 求主透过

发出去的单张吸引多人到布道会来。/崔宁 去营会有得着。/ 萍珍 neil

的左手痛得医治。/立琴 女儿备考复习有精力且准确有效。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地點：世強夫婦家）   : 0411-652-060/週六晚 7：30 
 
北區芥菜種學青小組    （地點: 明鋒夫婦家）    :0422-066-877 /週五晚 7：00 

 

西區尼希米職青小組（地點: 盈方家）       : 0450-959-717 /週五晚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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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