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啟示錄 3:7-13                       講員: 卜繁泰弟兄   

 

 

 
               

  

 

 

 

 

 

 

 

 

 

 

 

 

 

  

 

 

 

 

 

 

 

 

 

 

 

 

                                                                

 

  

 

 

 

 聚會時間表   

週 

日 

禱告會 

10:00-10:30 

大禮堂 

主日崇拜 

10:30-12:00 

大禮堂 

兒童主日學 

10:30-12:15 

教室 

幸福先修班 

12:15 

大禮堂 

週
間 

3W 同工訓練 

週五 19:30 

Chatswood Dougherty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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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異象：建立充滿真愛與能力的門徒教會, 完成 1503 植堂宣教的使命 
  Our Vision: Building Churches with Disciples Full of God’s Love and Power to fulfil 

 The Great Commission through 1503 Miss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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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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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開的門 An Open Door 

一、主快來了嗎？ 

 

 

二、何謂「敞開的門」 

a) ________ 之門 

b) 神的________ 

c) 神的________ 和預表 

 

三、福音與________ 

 

 

 

四、新開的門 – 

a) 幸福小組 vs 細胞小組 

b) 幸福小組的________________ 

c) 幸福小組的________與套餐 

d) 幸福小組的________ 

e) 幸福小組的________ 

小組討論： 

1. 我可以如何參與在幸福小組的福音計劃中？ 

2. 有甚麼因素攔阻我傳福音？要如何突破？ 

主日崇拜 程序 

一、 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樂修  思靈  梁凱 

二、 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三、 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李安琪姐妹 

四、 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卜繁泰弟兄 

講題：敞開的門 An Open Door  

經文：啟示錄 3:7-13 

五、 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六、 幸福小組差派禮          李守博牧師 

七、 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卜繁泰弟兄 

八、 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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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教會目標    重新得力     穩定拓殖    『1503』

1. 竭誠歡迎第一次參加聚會的來賓，如需英文同步翻譯器，請至影音桌領取。 

2. 感謝主，『為愛而生』聖誕節特別節目已於上週圓滿舉行，謝謝兄姐們辛
勞的擺上，恩典堂有 4 人決志，榮耀歸主名。明天是元旦，祝福兄姐們假
期愉快，新年蒙福！ 

3. 本堂幸福小組差派禮於今日舉行，祝福外展的小組，有神的智慧與能力使
人得著福音。請兄姐在代禱中紀念外展小組，一起興旺主的福音。 

4. 「幸福先修班 I」今日主日後 12:15 在大堂上課，歡迎所有兄姐都留下來
上課，求神祝福兄姐們滿有得著。 

5. 本堂 3W-1 同工訓練的免費「敬拜課」將於 1 月 5 日 (週五)7:30pm-9pm 在
Chatswood Dougherty Centre 舉行，歡迎兄姐參加。請各小組長於 12 月 31
日前，把小組參加兄姐名單給 Eunice，請註明同行小孩人數。 

6. 本堂聯合同工會將於 1 月 6 日(週六)1pm 在 Top Ryde Shopping Centre 樓上
的社區會議室舉行，請同工預備心準時參加。 

7. 本堂 1 月每日靈糧禱讀本已置於主日行政桌售賣，請投$2 自行拿取。 

8. 本堂 2018 年第一季家事表於今日發放，請弟兄姐妹查看以下網址：北區 

https://goo.gl/WXDpYQ；西區：https://goo.gl/MjST9V；若需紙質家事表請 

在行政桌領取。 

9. 肢體代禱： 

a. 職青區長蘇筱玲姐妹於 12 月 29 日至 1 月 1 日出遊，出遊期間區長維
持不變，幸福先修班代理人為鄭珍妮姐妹，3W 同工訓練牧區代理人為
李筠嵐姐妹，求主保守出入平安。 

b. 感謝！西區王學匯弟兄已為父親施洗歸入主名，求主醫治王伯伯晚期
肺癌並靠主的恩典得平安，祝福王弟兄全家歸主。 

    

a. 基督教雪梨靈糧堂將於 1 月 12 日至 14 日舉行「T4T 大使命佈道法培訓特
會」(共六堂)，免費參加自由奉獻。地點:雪梨靈糧堂主堂 2A Holden Street, 
Ashfield，查詢詳情 9716 8055 或 https://goo.gl/8akngU  

b. 雪梨台福神學教育中心將於 1 月 15 日至 24 日舉行「神學課程及全人醫
治講座」，1 月 19 日至 20 日為「全人醫治特會」，特會免費參加，自由
奉獻。地點:雪梨台福基督教會 10 Carlotta St, Artarmon。 
查詢 0414-888-737/0414-458-190 或 betty21328@gmail.com 

c. 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 2018 年「延伸神學課程」現正招生，截止報名日期為
開課前 10 天，各科開課日期、學費及報名表格請參 www.ctca.org.au  

 
會前 
禱告 

主領/ 
伴唱 

音控/ 
助手 

投影 主日         招待 場地 兒童 茶點 
點 
奉獻 

關懷 

本
週 

善宜 
樂修 

思靈 梁凱 
家瑋 志薪 澤義 弘道 王惠 

以馬內利家庭 
俏敏 錫偉 

怡芳
海雲 

志杰
桂珍 

世民
林眉 

德立 

下
週 

林眉 麗娜 世民 宇煦 李傑 琳堃 
弘道 

凱琳 志杰 
房角石&雅各學青

伽憶 鄧潔 
海雲 

志杰
李狄 

鵬帆
鈺茹 

俏敏 

 

 
主日 

崇拜 
兒童 禱告會 

小組 12 月 24 日主日奉獻金額 

組數 人數 主日 建堂 感恩 

北雪梨 153 20 55 11 45 $7572.35 
$189.25 -- 

恩典 96 24 40 9 119 $2105.30 

奉獻金額包含網絡轉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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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日) 啟示錄  8 

   1月1日(一) 啟示錄  9 

   1月2日(二) 啟示錄 10 

   1月3日(三) 啟示錄 11 

   1月4日(四) 啟示錄 12 

   1月5日(五) 啟示錄 13 

   1月6日(六) 啟示錄 14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略有一點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 

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 

多加永青 

家庭 

以馬內

利家庭 

結果子

家庭 

路加 

職青 

但以理 

職青 

耶利米

職青 

以西結 

職青 

以賽亞 

背包客 

雅各 

學青 

房角石

學青 

JJ 
聯合 

-- -- -- 8 11 6 -- 9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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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背誦經文   啟示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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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和散那學職青小組（地點：Eastwood）                     週五晚 7:30 

感恩： Agnes 朋友婚禮順利，與家人朋友相聚/小玉 假期愉快見到很久沒見的
朋友/Daniel 一切豐足。 

代禱： Agnes 婚禮籌備順利，抓緊假期的尾巴/小玉 大家假期平安/Daniel 婚

禮籌備順利。 

中區以諾家庭小組（地點：Zetland）                         週五晚 7:30 

感恩： Ally 假期愉快，DIY 油漆順利，與以諾家人有美好的聚會/Candy 教會

主日聚會開心、有禮物又有美食，與家人有美好的聚會，搶購到好東

西，開心一日遊，買到空調扇/Stephanie 日本旅行很開心，孩子在媽媽

家也很聽話/周燕 神幫我擋了一塊高空墜落的鐵皮指示牌，約有一平

方的鐵皮只是輕微刮了一下臀部/Jenny 聖誕假期一家人團聚開心快樂。 

代禱： Candy 求神繼續帶領翻轉復興我們每個人每個家庭。使我們無論生活，

學習還是工作，教會服事中都要榮耀神/周燕使雅維在工作中有更多神

賜予的智慧，有好的團隊/Jenny 求神保守 Johnson 回國一切順利；小組

每個弟兄姐妹平安，有神同在！ 

中區雅各學青小組（地點：Ultimo）                         週五晚 7:30 

感恩： Miya 堅持運動心情很好/Brenda 假期愉快，身體健康/Rose 有美好的聖

誕假期/Yan 假期要開始啦/Una 跟好朋友相聚/Mattew 安全愉快的旅

途，找到家教/Esther 聖誕節收到許多祝福/Ivy 聖誕節很愉快/David 放

假很開心/Edmund 假期愉快身體健康/Helen 假期愉快/Gwen 生活充實。 

代禱： Miya 回國順利假期愉快/Brenda 與神有親密關係，有更多智慧體力管

理生活一切/Rose 新兼職的順利，家人關係和睦/Yan 等下考試順利

/Una 旅遊愉快/Mattew 應聘成功心態管理一切順利/Esther 家人和朋友

都有平安的年末/Ivy 工作有智慧/David 時間管理/Edmund 與神有親密

關係，有更多智慧體力管理生活一切/Helen 這週五去泰國旅途平安

/Gwen 生活有神的帶領，充滿力量。 

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地點：Lindfield）                       週三早 10:00 

北區結果子家庭小組（地點：Pymble）                      週三早 10:00 

北區耶利米職青小組（地點：Chatswood）                     週四晚 7:00 

西區豐盛家庭小組 （地點：Eastwood 中心）                  週五晚 7:30 

西區喜樂家庭小組 （地點：Gladesville）                       週五早 10:00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 （地點：Eastwood）                       週五晚 7:30 

西區兒童主日學 （地點：West Ryde 西區教會）               週日下午 2:30 

中區信望愛家庭小組（地點：Berala）                        週五晚 7:30 

中區比撒列學職青小組（地點：Strathfield）                   週五晚 7:30 

JJ 少年小組（地點：Epping Community Centre）              週六下午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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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Chatswood）                   週五晚 7:30 
感恩： 親親 感謝上帝一年來豐富供應與保守/Bonnie 謝謝姐妹愛心預備聖誕

節派對/Hannah 數算 2017 年充滿神跡奇事的恩年。 
代禱：親親 傳福音的心志繼續不斷被挑旺/Bonnie 求神爲孩子預備有愛心責

任感的班級老師/Hannah 展望 2018 年進入更大更豐盛蒙福命定。 
北區以西結職青小組（地點：Chatswood）                     週四晚 7:00 
感恩： Ceci 聖誕平安喜樂/Helen 聖誕平安喜樂/Ronsie 爸爸來了一起過聖誕

/Sarah 聖誕出遊溫暖有愛，享受很多美麗風景。 
代禱： Ceci 兄姐節日平安喜樂/Helen 爸爸回國平安，工作一切順利/Ronsie 家

人的健康和救恩/Sarah 新一年上帝指引未來道路，給智慧做決定。 
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地點：Chatswood Dougherty Centre）         週五晚 7:30 
感恩： Sarah 節日跟一班好友聚會 /Mandy 節日期間有家人的陪伴和關懷

/Dillon & Litty 假期與弟兄姊妹有美好相聚的時光，聖誕主日順利完滿，
新朋友決志信主。 

代禱：Sarah 新一年的方向與目標/Mandy 新的一年要開始鍛煉身體，家人朋
友精力充沛，收穫滿滿/Dillon & Litty 新的一年更多經歷神。 

北區路加職青小組 (地點：Chatswood)                      週六下午 4:00 
感恩： Brenda 有個悠閑的假日/Philip 假期跟好友有愉快的 catchup/Ingrid 假

期愉快/Cammy 在這一年有神的帶領/Alex 父母身體健康喜樂/Linda 
爺爺身體健康。 

代禱：Brenda 和家人有個快樂的假期/Philip 2018 成為蒙福的一年/Ingrid 有好
的休息/Cammy 在 2018 年能更有神的帶領和保守身邊的人都能活在平
安喜樂當中/Alex 2018 有新的突破/Linda 旅遊路途平安。 

北區房角石學青小組（地點：Chatswood）                  週六下午 6:30 
感恩： Marcus 耶穌愛我/Eunice 聖誕假期很充實愉快/Alisa Natti 過了。 
代禱： Marcus 找房子/Eunice 新的季度時間安排/Alisa PTE 順利通過。 
北區兒童主日學 （地點：Chatswood 北區教會）               週日早 10:30 
感恩： 新朋友來主日學。 
代禱：求神賜下恩膏與能力引領主日學配合教會福音外展活動及新一年方向。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 （地點：West Ryde 西區教會）             週六晚 7:30 
感恩： WilliamTing 耶誕節教會恩典堂四位兄姊決志，把榮耀歸神；有位姊妹

在敬拜中感動信主了。服事團隊有多位年長的兄姊現場烙餅還有做蔥
油餅/Brenda 聖誕主日看到主榮耀收割，很多人都很感動；Jane 一家在
墨爾本度過愉快聖誕節，期間仍不忘提醒小組感恩代禱，很盡心負責；
Brenda 工作上有和諧的工作團隊，彼此關懷扶持。 

代禱： Brenda 保守出遊的家庭、兄姐出入平安；仍在工作的兄姐盡心完成需
求；Huey 父母的身體求主醫治看顧，並賜給 HueyAdele 夠用的力量照
顧父母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