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使徒行傳 11:19-26, 13:1-3          講員：李守博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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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主日學 

14:30-16:15 

教室 

C1 福音小組

16:15 

教室 

週
間 

神蹟之夜 

週三 19:30 

1503 宣教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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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所屬籃球隊 NON : 每週日下午在 Northern Suburb Basketball Association 

參加比賽，歡迎大家前往觀賽助威。諮詢何天翔弟兄 0452 598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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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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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 62, 5 George St, North Strathfield NSW 2137  辦公室: 217 Parramatta Rd, North Strath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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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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提阿教會的典範 The model of the Antioch Church 

1. 逼迫中站立 Stand in persecution 

2. 恩賜被成全 The gifts are fulfilled 

3. 相異卻同心 Diversity but united 

4. 渴慕親近神 Eager to get close to God 

5. 尊聖靈為主 The Holy Spirit is the Lord 

6. 憑信心差派 Sent by faith 

7. 屬靈的遮蓋 Spiritual cover 

 

二、 1503 宣教網絡 1503 Mission Network 

1. 細胞小組與養分供應 Cell groups and nutrient supply 

2. 神賦予教會的腳色 The roles that God has given to the church 

3. 差派幸福小組的目的 The purposes of sending the happiness groups 

 
 

小組討論： 

1. 安提阿教會的典範中有哪些是我需要加強的？ 

2. 我的細胞小組是不斷受造就且持續分植成長？ 

3. 我願順服聖靈與組員合作受差派跑幸福小組？ 

幸福小組差派禮 主日崇拜程序 

一、 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于恒  玉娥 

二、 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三、 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林伊瓊姐妹 

四、 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李守博牧師 

         講題：一間轉化全世界的教會 

               A church that transferred the whole world 

         經文：使徒行傳 11:19-26、13:1-3 

五、 以感恩見證來敬拜        邱璽如姐妹 

六、 幸福小組差派禮          李守博牧師 

七、 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李守博牧師 

八、 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九、   

 

主日崇拜 程序 

一間轉化全世界的教會  
A church that transferred the whol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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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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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梨華人宣道會希伯崙堂高永壽牧師將於 6 月 14 日(下週日)，上午在北雪
梨靈糧堂，下午在恩典堂證道，歡迎邀請新朋友參加！ 

3. 本堂幸福小組差派禮於今日舉行，幸福小組招集人為邱璽如姐妹。祝福外展的
小組，蒙神帶領，大有能力，求神透過幸福小組將得救的人數天天加給教會。 

4. 2018 下半年教會行事曆已公佈，詳情請參網頁 https://goo.gl/mryQsK  

或掃二位碼。 

5. 本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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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肢體代禱： 

a. 耶利米小組潘若驊姐妹預產期將近，求主預備生產的時機，保守過程平安
順利。求主看顧所有懷孕的姐妹及嬰兒都平安健康。 

b. 李守博牧師夫婦將於 6 月 11 日至 28 日返台，代理人為蘇筱玲姐妹。李安
琪姐妹及李傑弟兄將於 6 月 11 日至 23 日返台，生培代理人為卜繁泰弟兄，

JJ 少年小組代理人為丁于庭姐妹，影音組代理人為王玉傑弟兄，文書代理
人為段成琳姐妹。 

c. 路加小組邱璽如姐妹將於 6 月 11 日至 20 日出國，期間小組代理人為戴利
姐妹，幸福小組代理人為張親親姐妹，行政代理人為康翠芬姐妹，財務代
理人為蘇筱娟姐妹。求主保守所有出國的兄姐出入平安，滿有神的同在。 

d. 感謝主! 多加永青小組 Jessie 姐妹已於 5 月 31 日受洗歸入主名。Jessie 姐妹
將接受幹細胞移植及再次化療，請大家迫切代禱，治療過程盡都平安順利。 

    

a. 「喜樂滿足」劉志雄長老福音佈道會(國語)，由衛斯理傳道中心中文堂主辦，
將於 6 月 15&16 日 7pm 在衛斯理傳道中心 Theatre, 220 Pitt St, Sydney 舉行。
索取宣傳單張請至招待桌。 

b. 「2018 年劉志雄博士悉尼國語公開聚會」由澳洲家庭更新協會主辦，講座
分別有神設計的婚姻、按照聖經教養兒女、按照聖經談戀愛，於 6 月 22、
23 及 24 日舉行。免費入場，自由奉獻。各講座地點及詳情  
9633 1925/www.mffc.org.au。索取宣傳單張請至招待桌。 

課程/ 聚會 日期 時間 地點 

C1 福音小組 6 月 10 日(今日) 北區: 12:15pm 教會對面小教室 

  西區: 4:15pm 兒主教室 

「勇敢走出去」 
 神蹟之夜 

6 月 13 日(週三) 7:30pm North Strathfield 1503 宣教大樓 

讓我們同心禱告經歷被神的愛充滿，勇敢走出去完成傳福音的大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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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嘉 于恒 玉娥 
冕怡
智幫 

千千 呂邦 翠芬 豐盛家庭 
秀如 

宜萍 嚴慈 
喜樂 

玲珍
靜文 

建元 

下
週 

嘉敏 姜楠 成琳 
智幫
漢章 

秦玉 
靜文 

虹欣 蔣煦 
比撒列學職青 

佩真 
秀如 舒亞 

喜樂 
俊峰
珈伊 

建元 

 

 主日 
崇拜 

兒童 禱告會 
小組 6 月 3 日主日奉獻金額 

組數 人數 主日 建堂 感恩 

恩典 80 20 16 10 48 $4,217.20 
$800.00 -- 

北雪梨 108 13 24 9 93 $4,7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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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0日(日) 以賽亞書 36 

  6月11日(一) 以賽亞書 37: 1-20 

  6月12日(二) 以賽亞書 37:21-38 

  6月13日(三) 以賽亞書 38 

  6月14日(四) 以賽亞書 39 

  6月15日(五) 以賽亞書 40 

  6月16日(六) 以賽亞書 41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召

他們所做的工。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 

信望愛 

家庭 

生命樹 

家庭 

伯大尼 

家庭 

豐盛 

家庭 

恩典 

家庭 

以諾 

家庭 

喜樂 

家庭 

比撒列

學職青 

和散那

學職青 
JJ 

聯合 

-- -- -- 11 11 5 8 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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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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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恩典家庭小組 （地點：West Ryde 西區教會）             週六晚 7:30 

感恩： Brenda Jane 家的 family day care 收到很多小朋友，已滿額，並不時有好

消息；Steven 可以拿到假期在家照顧孩子，讓 May 可以回馬來西亞探

望生病的父母；張姐妹的主日證道激勵大家的心/Jessie 小組成員能敞

開心扉，彼此愛心扶助！我女兒身體能力有很大進步/William 幸福小

組的同工們，同心合意禱告，為興旺福音迎接新人預備。 

代禱： Brenda May 回家一切平安，與父母相處愉快和諧，Steven 有智慧能力一

人帶 2 個小孩；Jane 有從神而來的智慧照顧到每個小朋友的需要，家

中的 family day care 成為福音的出口，將祝福帶給每個小朋友的家人。

還有為李牧師的身體禱告，病情可以得到控制，保守他與師母回台灣

一切平安/Jessie 為幸福小組的成員代禱，讓他們歸向神，與主同行， 

Jane 有智慧管理好孩子們，May 回國探親一切順利，收穫滿滿， Angela

工作順利開心，Clay 的父母歸向主，Wliiam 的課程順利完成。牧師身

體健康，神格外恩待他/William Clay 和 Stephen Qu 傷風感冒得以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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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Lynn 爸媽平安回國/茜茜神改變我的生命/Judy 主豐盛的供應/Amanda 

為我領受的一切感恩，能夠服事主/瑯看見建築工人的工作環境，感恩

自己能在溫暖的環境里工作/燕華在找工作中神一直同在與帶領/小康

姐同工退修會順利有愉快的時光。 

代禱：Lynn 求主祝福帶領來參加福音茶會的新朋友， 保守小組裡每一個家

庭的需要/茜茜求主看顧 8 號的福音茶會/Judy 求主保守看顧茶話會和

幸福小組一切順利,得人如得魚! 也求主帶領 April 和 Laura 前面的道

路，讓他們的簽證早日批下來/Amanda 為父母的健康情況代求，求主

醫治保護他們的健康，在年邁的日子中能夠領受你的救恩祝福與保守

/Leo Daniel的問題得到醫生正確的診斷和最有效的治療/瑯求主為Laura 

一家簽證開路/燕華福音茶話會讓更多的人感受到神的恩典/小康姐女

兒 Vivian 讀書作業 presentation 有神同在，有足夠時間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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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地點：Lindfield）                       週三早 10:00 

感恩：春蓮 認真學習 C2 課程，並已順利結業，且平安返回馬來西亞/幸福小

組的傳福音活動，多位小組同工將樂意擺上愛心及時間的齊心努力/ 

Jessie 已退燒，並開始進行化療/可耐 為正義發聲。 

代禱:  迫切為 Jessie 姐妹將接受幹細胞移植及化療代禱，使其治療過程一切

盡都平安順利/海萍 的腸胃問題,速得醫治/Linda 的租客問題，盡速得

到解決，並能持守信仰/小組更有傳福音的使命及智慧。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Chatswood）                   週五晚 7:30 

感恩：親親 意外拿到二天假去做身體檢查/Carmen 感謝主是信實的，一個代

禱對像姨媽決志信主了/Bonnie 女兒願意在家背經文。 

代禱：親親 有智慧處理目前的人事問題/Carmen 一家更多被神更新建立，願

姨媽堅定信靠主。小組團契各人身心靈健壯，互相代禱一起為主傳福

音/Bonnie 求神看顧醫治親親身體，賜恩加力在服事和工作。求神帶領

小組未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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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Val&Nick 崔 BB 收到好多禮物/Nick 工作 annual review 有好的結果

/Kmen 平安回到雪梨 /Cindy & Simon 假期愉快 /Claudia 早睡早起

/Abrren Marcus 的腳踝受傷沒有想像嚴重、自己最後一個作業準備順利。 

代禱：Val&Nick Val 生產順利/Kmen 找到一份滿意的實習、假期安排充實、蒙

哥考試有智慧/Cindy 餘下的假期平安愉快/Abrren 球隊在缺少主力的

情況下能夠進軍季后賽、複習有智慧和能力/Abrren、Claudia & Simon 家

人身體健康&信主/Simon Marcus 的腳經歷神的超自然醫治。 

北區兒童主日學 （地點：Chatswood 北區教會）              週日早 10:30 

感恩：老師的見證激勵小孩/感謝神賜兒主新同工。 

代禱：小孩有更多的機會經歷神。求神賜小孩屬靈的悟性，一顆渴望順服神的

心，渴慕花時間親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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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路加職青小組 (地點：Chatswood)                      週六下午 4:00 

感恩： Philip 退修會活動順利，又見羊駝/Ingrid 週末愉快/Brenda 退修會很好

玩，幸福訓練課有得著，身心靈飽足/Vicky 認識超有愛的教會大家庭，

工作有進步/Cammy 主保守爸爸能健康復原良好/YueYue 被朋友寵愛

/Linda 工作會議順利，目標明確 

代禱： Philip 神看顧職業前路，有足夠內心等待/Ingrid 得到好的休息，學習成

績/Brenda 下星期的家庭旅遊平安出入，全家更接近主/Vicky 學習更多

神的話語 /Cammy 等待主的帶領及安排，及保守我身邊的所有人

/YueYue 有智慧的復習期末考試/Linda 借主醫治的力量讓感冒盡快康

復，咳嗽停止。 

北區以西結職青小組（地點：Chatswood）                     週四晚 7:00 

感恩： Sarah 看到 Vivid 燈展/Fiona 生活各方面都有神看顧/Ronsie 跟朋友吃

飯 catch up/Simon 週末有好的休息/Ceci 週末看到好的風景/Eddie 身體

恢復健康/Helen 生活順利。 

代禱： Sarah 前方工作道路和麵試機會/Fiona 看顧身邊朋友工作方向，心思意

念以及家庭平安/Ronsie 家人朋友健康和救恩，工作方向，幸福小組順

利/Simon 工作進展/Ceci 幸福小組成員們一切順利，加添智慧能力和

健康的身體給他們/Eddie 老婆有好的睡眠，有智慧的找工作/Helen 更

有動力迎接挑戰。 

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地點：Gordon）                        週五晚 7:30 

感恩：Dillon&Litty 神在生活中有充足的供應/Linda & Eric 謝謝主保守五週課

程順利結束有滿滿的學習/Abe&Teresa 媽媽從墨爾本來/Erika 有好的

面試機會/Sarah 有休息時間/Peter 洽談會順利辦完/Beecham 工作有智

慧/Dorothy 今個星期順利渡過。 

代禱： Dillon&Litty 前面工作的方向，performamce review 一切順利/Linda & Eric 

求主帶領我們在澳洲找工作的過程與結果/Abe&Teresa 工作上交託給

神，更倚靠祂。更多、更深讀主的話，有亮光/Erika 求合神心意的工作

/Sarah 工作有智慧身心靈健康/Peter 幸福小組的籌備與推動有神的保

守與帶領/Beecham 事業有新機遇/Dorothy 有個平安愉快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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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生命樹家庭小組（地點：North Strathfield）               週六下午 4:30 

感恩： Brenda 有家人幫忙一起照顧小 Samuel，輕省很多/Lina 媽媽平安返澳

/Harvey Beryl 生病這周有教會姐妹給我們幫助日常飲食；Evelyn 願意改

喝配方奶，晚上全家都有很好的休息；Harvey 有更多時間照顧家裡。 

代禱： Brenda Samuel 和我的感冒咳嗽快/Lina 調整孩子的作息能早睡早起

/Harvey Beryl 疾病完全根治；Jonathan 在面對沖突時能學習更多用言語

表達，和 Daniel 相處上更加和諧；Harvey 工作團隊在面對困難與壓力

時仍能充滿信心與力量突破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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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Candy 神垂聽禱告，舅舅手術順利出院，家人們相互鼓勵關愛代禱/Joe 

家人都健康/Stephanie 超划算的價格買到洗衣機。 Anna 做事很專注；

Joanne 早上可以 drop off/Jenny 忙碌充實的一周。 

代禱：Joe 房客的錢和 Myer 的錢追回來，Lucas 報到價格便宜、品質好、離

家近的 Child care，Joe 的工作和未來方向/Stephanie 妹妹報到好的 cc，

Don 的工作和 CPA 成績；小組興旺/Candy 兄姊們更多親近神，彼此持

續恆切禱告/Jenny 小組讀經計劃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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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Naomi 與朋友有好的相聚/Andy 生活充實/Maggie Audit 準備順利/Yuki 

Agness 婚禮一切順利/Michael & Tina 馨馨對蛋白過敏改善；Michael 媽

媽順利去小組；幸福小組大家積極參與/Una 跟室友吃的餐廳/Shari 和

朋友有很好的交流/Ian 工作跟顧客有好的關係。 

代禱：Naomi 工作順利/Andy 身體健康/Maggie 可以順利邀請朋友出遊、家人

身體健康/Yuki 有良好的睡眠和休息/Michael & Tina 幸福小組籌備順

利；身體盡快恢復健康；Michael 公司找到合適的員工/ Una 有效率的

學習/Shari 身體健康很好睡眠/Ian 更多撥時間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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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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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區和散那學職青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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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stville）                   週六下午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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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 少年小組（地點：Epping Community Centre）               週六下午 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