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申 5: 29; 6: 1-9                       講員:蘇輝牧師 
 
 
 

               
 
 
 
 
 
 
 
 
 
 
 
 
 
 
 
 
 
 
 
 
 
 
 
 

 
                                                                

 
 

 
 
 
 
 
 

 
            

 
 

 聚 會 時 間 表   
週 
日 

禱告會 14:00-14:30 大禮堂 
主日崇拜 

 14:30-16:00       大禮堂 
培育系統 

16:15-17:45 教室/禮堂 
兒童主日學 
14:30-16:15 教室 

週間 
神蹟之夜（週三 7:30） 

Dougherty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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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ough1503 Mission Network. 

 
主日崇拜 程序 

一、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爾實 重賢 

二、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四、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崔寧姐妹 

五、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蘇輝牧師 

講題：蒙福之心 

    經文：申命記 5: 29; 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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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 宣教網絡   雪梨恩典靈糧堂 
Grace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in Sydney  1503 Mission Network 

 
 聚會地點: West Ryde Community Hall, 3 Anthony Road, West R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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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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你的境界 

A. 對的生活. V1-3. 
  RIGHT LIVING. V1-3 
 i. 敬畏和愛上帝. 
      Fear & love the Lord. 
 ii. 順服神的話. 
      Obeying His Words  
 iii. 上帝的祝福. 
       God's Blessings. 
 B.  對的愛. v4-5  
     RIGHT LOVING. v4-5 
 i. 神 是 獨 一 的 主. v4  
      The Lord Is ONE. V4 -. 
 ii. 耶和華是獨一真神. v5 
      God is the only True God. v5 
 
C. 對的學習. v6-9. 
     RIGHT LEARNING. V6-9 
 i. 記 在 心 上. v6 
      Be upon your hearts. v6 
 ii. 分享神的話. V7-9 
       We Are To Share God’s Words.v7-9  
  
 
小組討論 
1. 如何謹守遵行神的話，常讀聖經，讓聖經成為我的價值觀?  
2. 如何接受這位獨一真神成為我的神，並盡心盡性盡力愛神? 
3. 如何活出神的話語？ 不斷領受、聽從、談論、傳講、宣揚？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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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請留步享用茶點彼此分享。歡迎新朋友會後 16：15 於兒主教室參加 C1 福音小組。 
2. 感謝主！本堂 10 月神蹟之夜將在本週三（10 月 12 日）晚上 7:30pm在 Chatswood Dougherty Centre 舉行，主題為“得勝的主“，歡迎弟兄姊妹前往參加，請預備心經歷主耶穌得勝的大能！ 
3. 由母堂牧者帶領的 E1 遇见神營會將於 10 月 29 日(週六)1:00pm-9:00pm，在 West Ryde 恩典堂舉行，因推廣期間教會補助，酌收報名費(含晚餐)$10，今日是最后报名日期，歡迎兄姊和新朋友参加，一起經歷神的大能。 
4. 由母堂牧者帶領的 E3 精兵營會將於 11 月 5 日(週六)8:00am- 9:30pm在 Chatswood 北雪梨靈糧堂舉行，因推廣期間教會補助，酌收報名費（含午晚餐）$15。今日是最后报名日期，請於主日行政桌報名。 
5. 本堂培育系統 C3 門徒班 8-4 課程將於今天主日後 16：15 在大堂上課。愿神祝福各小隊學員。 
6. 本堂 10 月份每日靈糧禱讀本已開始售賣，放置於主日行政桌，請投 $2 自行拿取。 
7. 肢體代禱： 

a. 感謝主，李守博牧師上次檢查的血球都還正常，但癌指數卻上升了 1 倍，達到七百多。請繼續為他在本月 18 日檢查的結果代禱，若指數下降或減緩將可避免再次化療。 
b. 感謝主！Jake & Jean 婚禮已於昨日順利舉行，願主祝福婚姻圓滿，建立美好的基督化家庭。 
c. 譚韌夫婦将於 10 月 14 日-11 月 6 日离开悉尼，期間北區但以理小組小组长代理人為聶弘道弟兄、財務代理人為邱璽如姐妹。 

 
澳洲家庭更新協會將於 10 月 21 日（週五）、10 月 22 日（週六）晚上七時半在悉尼舉辦恩愛夫婦營國語公開講座, 由游建国, 刘俪夫妇主講。地點：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詳情請見公布欄）。 

 
會前禱告 主領 音控/ 助手 投影 招待場地 兒童 茶點 點奉獻 關懷 

本週 星語 雨實 重賢 玉傑智幫 世強 喜樂小隊 秀如 燕華 嚴慈 喜樂小組 重賢  之中 志德 
下週 畢嘉 如詩  咪麗 星語蕙盈  千千 忍耐   和平 佩真 翁琅舒恬 喜樂小組 金梅  俊峰 珍妮 

 
 主日 崇拜 兒童 禱告會 小組 奉獻金額 

組數 人數 主日 特會 爱心 恩典 81 16 28 7 特會 $2077.50 $922.70 $150.00 北雪梨 128 7 25 11 特會 $2572.85 
主日所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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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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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9日 (日)     申命記   8 
10月 10日 (一)     申命記   9 
10月 11日 (二)     申命記  10 
10月 12日 (三)     申命記  11 
10月 13日 (四)     申命記  12 
10月 14日 (五)     申命記  13 
10月 15日 (六)     申命記  14 
   v. 4「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上帝是獨一的主。v. 5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上帝。  

信望愛 
家庭 

伯大尼 
家庭 

恩典 
家庭 

以諾 
家庭 

喜樂 
家庭 

比撒列 
學職青 

約書亞 
少年 

特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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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命記 6: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