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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教會目標: 全面復興R³
2020年 05月 10日 ≪第916期≫

教會動態 Upcoming Events
5月10日（今日）特別講員
歡迎東雪梨台福教會高永壽牧師於今日蒞臨1503宣
教大樓證道，願神親自紀念他的辛勞。

「我最親愛的」母親節線上直播主日
日期：今日 | 講員：高永壽牧師
本堂母親節主日今日舉行，有溫馨感人的視頻，一同
分享與媽媽們的甜蜜瞬間。歡迎兄姐邀請家人朋友一
同線上觀看，直播鏈接請至教會Facebook或
Instagram。祝福各位媽媽母親節快樂。

神蹟之夜「仰望耶穌，生命更新」
日期：本週三 7.30pm | 地點：線上參與

C4 精兵班
日期：5月24日 連續9個週日 | 地點：視訊上課
你知道如何分辨異端嗎？你想知道自己的屬靈恩賜
嗎？C4精兵班將於5月24日主日後開始上課，歡迎已
受洗並完成C3的兄姐們參加，報名費$20，5月20日
報名截止。
請至https://bit.ly/3ftXldJ或掃二維碼報名。

主日崇拜 程序
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JJ Worship

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繁泰

以溫馨影片來敬拜

母親們

以母親節祝福來敬拜

俞君慈師母

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高永壽牧師
父母們:塑造虔誠的下一代
創 25:20-28

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

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

奉獻 Giving

生活守則 Life Rules

教會經常費

教會建堂基金

言語上: 不埋怨、不論斷、不傳話

BSB: 062140

BSB: 032090

財物上: 不借貸、不推銷、不作保

北區A/C No.: 10446544

帳號A/C No.: 727911

處事上: 要守時、要守約、要守密

中區A/C No.: 10467126

支票抬頭：

西區A/C No.: 10966785

BLCCNS BUILDING FUND

事奉上: 要虛心、要忠心、要同心

支票抬頭:
1503 MISSION NETWORK

背誦經文 Verse of the week
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這話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提摩太前書4:8-9）
For physical training is of some value, but godliness has value for all things,
holding promise for both the present life and the life to come. This is a
trustworthy saying that deserves full acceptance. (1 Timothy 4:8-9)

本周讀經計畫 Bible Study
5月10日

5月11日

5月12日

5月13日

5月14日

5月15日

5月16日

約 17:13-21

約 18:19-27

約 18:28-38

約 18:38b-19:11

約 19:12-22

約 19:23-30

約 19: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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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Contact Us

北雪梨靈糧堂

雪梨恩典靈糧堂

10.00am - 10.30am 禱告會
10.30am - 12.00pm 主日崇拜
10.30am - 12.00pm 主日學

2.00pm - 2.30pm 禱告會
2.30am - 4.00pm 主日崇拜
2.30am - 4.00pm 主日學

Chatswood High School Hall
24 Centennial Ave, Chatswood

West Ryde Community Hall
3 Anthony Rd, West Ryde

中雪梨靈糧堂

1503 Mission Network Building
217 Parramatta Rd, Nth
Strathfield
10.00am - 10.30am 禱告會
10.30am - 12.00pm 主日崇拜
10.30am - 12.00pm 主日學

1503宣教網絡
郵寄信箱: Private Box 62, 5 George St, North Strathfield, NSW 2137
教會行政事項 電話: (02) 9439-5115
辦公時間: 週一、週三、週四、週五 10:00-17:00
辦公室地址: 217 Parramatta Rd, North Strathfield, NSW 2137
E-mail: 1503mission@gmail.com

連結 Links

家事表

小組總覽

1503網站

網路週報

Roster

Cellgroups

1503.org.au

Newsletter

小組感恩代禱
小組

亞伯拉罕職青

感恩

代禱

Sarah 前方道路對神有信心/Emily 工作
有智慧、父母信主/Bibo 未來道路/Abe
Sarah 疫情有改善/Emily 神給了很好休
& Teresa 寶寶夜醒頻繁，皮膚問題、
息時間/Bibo 大家平安/Abe & Teresa
我們的體力和健康、Abe工作靠主得
疫情趨緩、主恩夠用/Eric & Linda 生
力，希望每天能準時下班/Eric & Linda
活平安、身體健康、工作壓力趨緩、有
倚靠主有更多愛心面對衝突與對待身邊
很好的休息、在生活中體驗聖經真理。
的人、靈修禱告更扎實、能把握傳福音
機會。
Michael & Tina: Tina和孩子們換季過
敏得醫治，母親節主日順利，高質量的
決志受洗，妹妹便秘改善/Maggie 身體
休息/Maggie 時間安排/Yuki 工作恢復
健康/Yuki 身體健康/Liyan 與神的關係
正常，貸款順利/Liyan 時間安排，有喜
更親近。
樂的心。
Michael & Tina: Michael 92歲的外婆

比撒列職青

Simon & Lala 生活中處處有神的恩
以西結職青

伯大尼家庭

典/Jay & Fiona 收到小組給寶寶的祝
福/Ceci 生活有主保守/Eddie &
Jasmine 工作得到合適的安排，寶寶一
天天長大/Jacky 工作生活有主保守

Amanda Sally接受主與先生參與小
組/Laura David這兩天休息，有豐盛的
一日三餐/Jin 一切順利/瑯和姐妹們有
美好的禱告時光/Yan 有朋友陪伴一起
讀經/燕華與姐姐有真誠的交流

路加職青

Simon & Lala 疫情早日解除，工作方
向/Jay & Fiona 寶寶健康順利到來，疫
情解除生活恢復正常/Ceci 求主帶領前
方道路，家人信主/Eddie & Jasmine
寶寶睡眠質量，世界和平/Jacky 求主帶
領前方道路
Amanda 求主的愛與祝福在Sally家加
增。帶領政府施行保護措施, 增加企業
復工預備/Mina 求神保守孩子們下週返
校平安適應/Laura Solomon有好的作
息規律/Jin 求主帶領澳洲走在正確的道
路上/瑯求主保守每個孩子的眼睛/Yan
房子出租有神智慧帶領/燕華求主給姐穿
戴聖靈的軍裝，讓她更認識主

Brenda 家人和小組員身體健康、還是

Brenda 更多人可以在這動盪的時刻找
到主，全家人信主，要運動減肥至少臉
瘦下來，可以把功課和手邊的事做完，

有平安喜樂/Julie買到充足的物資，可
以在家上班，周末的服事有神同在很顺
利，可以回公司上班/Ingrid 工作還算
順利，家人平安喜樂。

然後準備下星期神學開課，世界各地的
疫情可以得到控制，經濟恢復/Julie 膝
蓋儘快恢復，大家都平安健康，Julie家
人信主，工作顺利，世界各地的疫情可
以得到控制/Ingrid 大家身體健康，家
人信主。
記念全球爆發的疫情和受影響的人們/醫
治受感染的病人/保守醫院工作的親人和
前綫抗疫的醫護人員/田平安囘台灣旅途

多加永青家庭

信望愛家庭

小組家人們感恩不受瘟疫感染/分享留在
平安/素凝姐的身體康復 /Jessie 和
家中的生活/小紅姐第一次帶破冰和
·LuLu的治療不受疫情影響/Jessie眼睛
Jessie帶敬拜都很有恩膏/John耐心地講
發紅及桃園姐的感冒的康復/桃園姐有好
解神的話。
的精神體力照顧小外孫/保守年長家人們
不受瘟疫感染/向未得救的家人們傳福
音。
Peony 神叫我們得著好處，恩典夠
用/Sandra 神保守疫情期間家人健康和
睦。

Peony 為小組各人身心靈健康，夫妻和
睦，家人蒙福，求神為Kenny安排一份
最好的工作/Sandra 求神保守孩子逐漸
返校後平安健康，求神賜Sydney智慧在
新工作上有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