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證道大網 

Sermon Topic 誰是贏家 
講員：喬美倫老師 

經文：腓利門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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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團隊:  李守博主任牧師夫婦, 蘇筱玲實習傳道  

1503 宣教網絡十七週年慶 
父親節特別節目 暨靈神學院澳洲分院開學典禮 

一、 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二、 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三、 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四、 神學院開學典禮 

 

五、 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六、 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七、 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八、 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北雪梨靈糧堂 : Chatswood High School Hall, 24 Centennial Ave, Chatswood    負責人: 蘇筱玲實習傳道 

會前禱告會 

週日 10:00-10:30  

主日崇拜 

週日 10:30-12:15 

兒童主日學 

週日 10:30-12:15 

恩典靈糧堂 : West Ryde Community Hall，3 Anthony Rd, West Ryde   負責人: 鄭珍妮姐妹 

會前禱告會 

週日 14:00-14:30 

主日崇拜 

週日 14:30-16:15 

兒童主日學 

週日 14:30-16:15 

中雪梨靈糧堂 : 1503 宣教大樓, 217 Parramatta Rd, North Strathfield   負責人: 李守博牧師夫婦 

會前禱告會 

週日 10:00-10:30  

主日崇拜 

週日 10:30-12:15 

兒童主日學 

週日 10:30-12:15 

 週間 : 1503 宣教大樓, 217 Parramatta Rd, North Strathfield 

家庭之夜 
生命培訓學院 

週六 9:00 

各小組聚會 

請參內頁小組 

感恩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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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through 1503 Mission Network. 



2019 年教會目標 : 生命的建造 

教會消息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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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靈糧國度領袖學院及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副院長喬美倫老師蒞臨 1503 宣教網絡證道，

願神親自紀念她的辛勞。 

3. 1503 宣教網絡父親節特別節目暨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澳洲分院開學典禮於今日舉行，歡迎

所有嘉賓的蒞臨，會後有豐富餐点，特別為父親們準備了精美禮物，祝福爸爸們父親節快樂。 

4. 1503 宣教網絡十七週年慶典聯合聚會系列： 

a. 「得勝者的見證」啟示錄研經特會於今日 7:00pm 在宣教大樓舉行最後一場，

並將於 9 月 3 日（週二）7:30pm 舉辦職場特會。講員喬美倫老師透過啟示錄

的信息解析，找出在末世成為真正得勝者的關鍵，機會難得不容錯過。免費入

場，自由奉獻，提供兒童看顧。詳情請掃二位碼。 

b. 十七週年慶「信心的跨越」聖餐主日將於 9 月 8 日（下週日）10:30am 三區聯合在宣教大

樓聚會。彼此鼓勵與共同展望未來，屆時有精彩短劇及節目，歡迎邀請新朋友參加。 

5. 你想領受神的愛和醫治，被聖靈充滿、生命更新嗎？E1 遇見神營會將於 9 月 21 日(週

六)9am-5pm 在宣教大樓舉行，歡迎兄姐們踴躍報名。報名費用為$30，包含午餐，9 月 15

日前報名將收到禱告預言信。報名請聯繫 Carmen(北區)，碧爽(西區)，Jenny Nan(中區)。 

6. 假期兒童才藝班將於 10 月 1、3、8 及 10 日四天 10am-12pm 在宣教大樓舉

行，四堂共$100/兒童(包含材料)，9 月 15 日前報名早鳥價$80。歡迎有 8-13

歲孩童的父母幫忙報名，並邀請福音小朋友參加，名額有限(會友單獨參加名額

5 位)，報名截止 9 月 22 日，報名請聯絡各區財務同工，詳情請掃二維碼。 

7. 感謝主！位於 St Leonards 的教會舊辦公室整修工程已於 8 月 12 日全部完工，謝謝兄姐的

代禱。教會將以最適合的方式來處理安排此物業，求神親自掌權保守。 

肢體代禱： 

a. 李守博牧師因高燒不退仍住院，請繼續禱告，求神加強免疫力賜醫生智慧，盡快查出原因，

預備合適藥物。住院期間 1503 職務代理人為蘇筱玲傳道，中區職務代理人為卜繁泰弟兄。 

b. 多加永青家庭小組莊桃園姐妹將於 8 月 30 日至 10 月初返台探親，期間小組代理人為杜昌

敏姐妹。 

分堂消息 Branches News 

恩典靈糧堂 走禱福音活動 II  9 月 9 日（週一）10am，西區恩典靈糧堂 

感謝主！走禱福音活動 I 已於上週一順利舉行，共有 10 位兄姐參加，同心

合一為所居住的土地禱告，歡迎有感動的兄姐報名參加第二次走禱活動，詳

情聯繫鄭潔姐妹。 

上週統計摘要 Statistics 

 
主日 

崇拜 
兒童 禱告會 

小組 8 月 25 日 主日奉獻金額 

組數 人數 主日 建堂 感恩 

北雪梨 124 13 30 8 63 $6,542.24 

$10.00 -- 恩典 81 19 28 6 33 $1,900.65 

中雪梨 43 11 16 4 49 $3,5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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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B: 062140       

北區帳號 A/C No. : 10446544    西區帳號 A/C No. : 10966785    

中區帳號 A/C No. : 10467126 

建堂基金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BLCCNS BUILDING FUND 

銀行轉賬 BSB: 032090     帳號 A/C No. : 727911 

上週小組聚會人數 Cell Group Attendance 

多加永青 
家庭 

以馬內利 
家庭 

路加 
職青 

但以理 
職青 

亞伯拉罕
職青  

以西結 
職青 

耶利米 
職青 

以賽亞 
背包客 

23 6 7 4 6 10 7 -- 

 

伯大尼
家庭 

波阿斯
家庭 

豐盛 
家庭 

恩典 
家庭 

喜樂 
家庭 

和散那 
學職青 

 信望愛 
家庭 

生命樹 
家庭  

比撒列 
學職青  

1503 
少年 

9 -- 10 -- 8 6 
 8 11 10 20 

 

本週讀經計劃 Bible Study 

日期 篇章 

9 月 1 日 (日) 民數記 35:20-29 

9 月 2 日 (一) 哥林多後書 1:1-11 

9 月 3 日 (二) 哥林多後書 1:12-22 

9 月 4 日 (三) 哥林多後書 1:23-2:4 

9 月 5 日 (四) 哥林多後書 2:5-11 

9 月 6 日 (五) 哥林多後書 2:12-17 

9 月 7 日 (六) 哥林多後書 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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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利門書 1:6 

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做的。 

課程/ 聚會 日期 時間 地點 

C1 福音小組  本週暫停 

家庭之夜 本週 鼓勵兄姐安排時間和家人享受美好天倫之樂 

基督生平 1.3 9 月 7 日（本週六） 9:30am 一樓和平教室 各分堂服事表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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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鄭洁 進行了第一次走禱。 

代禱：鄭洁 十七週年慶的活動盡都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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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求主醫治李師傅的疾病，早日確診對症下藥，林英姐妹回國順利，Joyce 在中國探親身

體健康，鳳珍姐在鄰教會有平安喜樂，立芹二外孫斷夜奶，亞軍兒子工程順利按期完工，

雅男兒媳有充足奶水餵養寶寶，翠玲姐丈夫腿靜脈曲張手術成功及二個外孫女茁壯成長，

穆老師腰痛得醫治，京燕媽媽身體健康，張大姐和秀蘭姐每天凡事有主帶領，月英姐妹

英語學習有智慧，木子姐妹的女兒家凡興望。慶艷新房翻建審批順利。周莉早日回到我

們中間。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 （地點：West Ryde 西區教會）                                             週六晚 7:30 

感恩：Jane 感謝主在我們家做的工，感謝先生努力工作。雖然我們看不到前面的路，但是相信

一切有主的帶領。 

代禱：Jane 李牧師得到最好的醫治，繼續為主效力，神看顧和醫治 Brenda 的姐姐，主賜智慧

給 Jane 照顧好家庭和包括幼兒園的所有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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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Andy 生活充實/麗硯 工作順利/Yuki 與家人有愉快的相聚時間/Michael & Tina 主日信

息有得著，神學院新生訓練順利/Maggie 忙碌中有好的休息/Rose 身體健康。 

代禱：Andy 申請，工作順利/麗硯 找到好住所/Yuki 能分享福音給媽媽，時間的安排/Michael 

& Tina Tina 媽媽下週來澳順利，喬老師特會安排一切順利，李牧師身體恢復，Tina 有

好的體力和休息及整理 baby 物品/Maggie 媽媽來澳順利，特會有得著/Rose 工作，服

事順利，有神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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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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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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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路加職青小組 （地點：Chatswood）                                                         週六下午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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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區波阿斯家庭小組 （地點：Kelly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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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生命樹家庭小組（地點：North Strathfield）                                          週六下午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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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兒童主日學 （地點：North Strathfield 中區教會）                                   週日早 10:30 

1503 少年小組（地點：North Strathfield 中區教會）                                     週六下午 6:00 

小組感恩代禱 Cell Group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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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海萍姐分享了她的孫子 Jack 回雪梨渡假期間，他感受到他的小組弟兄姊妹的關愛，經歷

到神的奇妙恩典。歡送演奏會後，在他教㑹牧師的引領下決志信主/甘霖姐講解神的話，

勉勵大家要學習大衞，在生活中每大小事都要仰望依靠神/Jenny 已經退燒出院/丹羚在

Margaret 教導下為小組長桃園姐預備好吃的生日蛋糕。 

代禱：迫切為李牧師醫生團隊能確認病因及對症下藥，李傑手術平安/Lulu，Jessie 和 Jenny 的

病能徹底醫治，身體儘速康復/冬春之間溫差大容易感冒，保守年長的小組家人們身體健

康/得時不得時都要向未得救的家人們積極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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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Carmen 丈夫回來有好的休息，主有恩典眷顧我們一家/親親 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Penny 有智慧去解決的生活工作瑣事/Justin 感謝主賜我體力工作並盡力照顧家庭/曉嵐 

新的部門可以準時下班，家人們有神的平安和保守。 

代禱：Carmen 牧師身體健康，十月福音事工無論同工，參加對象、活動內容都有主同行/親親

聖靈幫助兒子放下屬世的智慧，願意將生命定錨在耶穌基督裡/Penny 保守心思意念做

對的事情，Alex 有一個屬靈的弟兄，帶他回教會/Justin 采采的喉嚨疼及早康復，減輕

疼痛能休息，Sean 能在學校與老師同學關係更加融洽/曉嵐 張慶能夠去教會，回歸神。 

北區亞伯拉罕職青小組（地點：Epping）                                                            週五晚 7:30 

感恩：Abe & Teresa 有弟兄姊妹的扶持/Sarah 主日講道有提醒/Eric & Linda 週末聽講道有極

大得著，感冒漸漸恢復，看到可愛小寶寶。 

代禱：Abe & Teresa 寶寶皮膚問題，求主醫治，Teresa 白天一個人帶寶寶有體力智慧，工作

靠主有智慧/Sarah 前面方向，凡事倚靠神，工作有智慧，香港的局勢出路/Eric & Linda 

家人救恩，放下自己的劇本更多順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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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宋燕 禱讀讚美神的話，使我感到平安和喜樂/Amenda 感謝神差派主的僕人來祝福我們

/Laura 老公主日有得著—願意放下自己的人生劇本來順服上帝的劇本/Judy 一切順利。 

代禱：宋燕 為守博牧師，Jenny，Lulu，Jessi 守望禱告/Amanda 願神的智慧啟發引導我前面

道路剛強壯膽與神同行/Laura 求主為全家預備未來的道路，也保守老公能夠盡快找到合

適的搭檔，可以正常開工/Judy 求主看顧宋燕和 Annie 能夠找到一份合適她們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