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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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動態 Upcoming Events

2020年 06⽉ 28⽇ ≪第925期≫

你想體驗天國的⽣活⽅式嗎？「啟動天國

⼈⽣」裝備課程，將幫助兄姐們透過對信

仰根基的重整與檢視，結合真理和天國⽂

化，啟動在地如在天的天國⼈⽣。報名費

$30，7⽉1⽇報名截⽌。請⾄
bit.ly/2BfxqHn 或掃⼆維碼報名。

7⽉5⽇（下週⽇）網上聖餐主⽇
下週⽇為聖餐主⽇，⿎勵兄姐在家預先準備聖餐⽤的

無酵餅和葡萄汁，⼀起遵⾏主耶穌的教導記念主，以

真實的相信、無偽的感恩來領受。聖餐的準備請向⼩

組⻑查詢。

天國⽂化系列課程 - 啟動天國⼈⽣
⽇期：7⽉4⽇⾄8⽉1⽇，連續五個週六
時間：1-3:30pm | 地點：視訊上課

「全⾯復興」T-shirts 預購
好消息！教會「全⾯復興」两款 T-shirts現開始預購
啦！$20⼀件，請通過 bit.ly/2YOaZAT 鏈接預購，7
⽉26⽇截⽌預購。單品預購數量滿 50件將與廠商訂
購，盈利所得將全部⽤於建堂基⾦。T-shirt 將於18週
年慶在1503宣教⼤樓到貨發放。

⼩組⻑之夜

⽇期：本週

請⼩組⻑根據各區通知的時間參加。

C4精兵班
⽇期：6⽉28⽇ 今⽇ | 地點：視訊上課

基督⽣平 3.4
⽇期：7⽉4⽇ 本週六 | 地點：視訊上課

啟動天國⼈⽣ 1.1
⽇期：7⽉4⽇ 本週六 | 地點：視訊上課

1503 投資項⽬說明會
⽇期：7⽉5⽇ 週⽇
時間：3pm | 地點：視訊
謝謝家⼈們對1503的⽀持和關⼼，因應近⽇兄姐對教
會⼀項投資的查詢，教會特別舉⾏⼀場說明會，歡迎

有興趣的家⼈報名參加，截⽌報名7⽉3⽇週五。報名
請⾄ https://bit.ly/3fYK4cM

https://bit.ly/2BfxqHn
https://bit.ly/2BfxqHn
https://bit.ly/2YOaZAT
https://bit.ly/3fYK4cM


主⽇崇拜 程序 

奉獻 Giving

教會經常費

BSB: 062140

北區A/C No.: 10446544

中區A/C No.: 10467126

⻄區A/C No.: 10966785

⽀票抬頭:

1503 MISSION NETWORK

教會建堂基⾦

BSB: 032090

帳號A/C No.: 727911

⽀票抬頭：

BLCCNS BUILDING FUND

⽣活守則 Life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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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曉晨

以同領聖餐來敬拜 珍妮

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筠嵐

以虛⼼領受來敬拜 ⼘繁泰弟兄

最要緊的

彼前 4:7-11

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

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



背誦經⽂ Verse of the week

本周讀經計畫 Bible Study

統計摘要 Statistics

上週⼩組⼈數 Cellgroup Attendance

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和舊⼈的⾏為，穿上了新⼈。這新⼈在知識上漸漸更

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歌羅⻄書 3:9 - 10）
Do not lie to each other. You have left your old sinful life and the things you did

before. You have begun to live the new life, in which you are being made new and
are becoming like the One who made you. This new life brings you the true

knowledge of God. （Colossians 3:9 - 10）

申 6:1-9 申 6:10-19 申 6:20-25 申 7:1-7 申 7:8-11 申 7:12-16 申 7:17-26

6⽉28⽇ 6⽉29⽇ 6⽉30⽇ 7⽉1⽇ 7⽉2⽇ 7⽉3⽇ 7⽉4⽇

北雪梨 -- -- -- 9 75 $4,623

恩典 -- -- -- 5 42 $4,734

中雪梨 141 -- 77 4 54 $3,275

統計⽇期: 21-06-2020 主⽇崇拜 兒童 禱告會 ⼩組組數 ⼩組⼈數 主⽇奉獻

$0 $0

建堂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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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雪梨靈糧堂 
Chatswood High School Hall 
24 Centennial Ave, Chats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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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梨恩典靈糧堂 
West Ryde Community Hall 
3 Anthony Rd, West R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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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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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我們 Contac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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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ter

⼩組總覽

Cellgroups

1503網站

1503.org.au

網路週報

Newsletter

https://www.google.com/maps/search/?api=1&query_place_id=ChIJmyRhrDKvEmsRtJNUIBOe9Dw&query=Chatswood+High+School
https://www.google.com/maps/search/?api=1&query_place_id=ChIJE5S2xE2kEmsRHxqwUrnVS9g&query=West+Ryde+Community+Hall
https://www.google.com/maps/search/?api=1&query_place_id=ChIJg2EkTOCuEmsRtWrpjc-UcII&query=1503+Mission+Network


⼩組感恩代禱

迦勒學職⻘

Abbren 考試和補課順利結束/Yan 實習結
束/Miya 有實習機會/Claudia ⼯作充
實/Phoenix 身體健康/Kmen 順利完成所有考
試。

Abbren 學⽣考試順利，⼯作offer 能
夠順利拿到/Yan 考試複習有智
慧/Miya 更親近神/Claudia 有好的休
息和家⼈健康/Phoenix 靜候中得
⼒，考試有智慧/Kmen 假期充實家
⼈身體健康。

亞伯拉罕職⻘

Emily 很好的禮拜/Nin 分辨善惡的眼和從主來
的智慧，免於試探和兇惡/Sarah 神恩典夠
⽤/Abe & Teresa 寶寶滿周歲了，謝謝主的帶
領和恩典/Eric & Linda 很充實的⼀周、經歷
到更多⽣活的體驗、主⽇有得著、Linda上班
有⾜夠體⼒、喝到室友燉的湯、⽣活有平安

與驚喜、家⼈身體健康。

Emily ⽗⺟救恩、⼯作有智慧/Nin分
辨善惡的眼和從主來的智慧，免於

試探和兇惡/Sarah求神啟示前⽅道
路，教會的發展，澳洲經濟的恢

復/Abe & Teresa 寶寶⽪膚和睡眠問
題、各⽅⾯發展，我們的睡眠、體

⼒和健康，Abe⼯作靠主得⼒/Eric &
Linda Linda身體不適求主醫治、體
⼒增強、採買有智慧、堅定等候

神。

以⻄結職⻘

Simon & Lala 週末有好的休息，⼯作⽣活有
神的帶領/Jay & Fiona 寶寶濕疹好轉，晚上睡
眠時間增加/Eddie & Jasmine 新洲解封疫情
沒有反彈/Ceci 週末⼀家⼈有美好的時間。

Simon & Lala 世界和平，疫情退
散/Jay & Fiona 國與國友好和睦，國
際往來恢復/Eddie & Jasmine 寶寶
身體不適得醫治，⼯作前⽅的

路/Ceci 家⼈信主，以⻄結寶寶們身
體健康。

路加職⻘

Brenda 澳洲的疫情漸漸的回復，疫情漸漸恢
復，可以與⼤家吃飯了，聖經默寫課可能不

會被當掉/Julie ⽣活步⼊正軌，貓咪健康成
⻑/Ingrid ⼯作順利。

Brenda身體健康，能快快通航，求
合⼀的靈、神的⼤愛在國際種族歧

視的抗議下可以得到重視，翻轉現

在的不公平不公義祂的受造物每⼀

個都是獨⼀無⼆的，每⼀個都有祂

美好旨意，祝福Vicky⼀切順利，在
台灣找到⼀個好教會，⼀群好夥

伴，⼀個棒棒的男朋友，和家⼈、

⼯作同伴都相處的很好/Julie 好姐妹
回歸教會，貓咪繼續健康成⻑。

伯⼤尼家庭

Amanda 家⼈融洽週末的好天氣有美好時
光/Lang 孩⼦們懂得分擔家務/宋燕 ⼩組夥伴
們為我代禱/Mina 神的供應/Laura 家⼈身體健
康/Judy ⼀切順利/Annie ⽼公⼯作逐漸增多。

Amanda 求主憐憫朋友⺟親癌末的
醫治與救恩臨到/Lang 求主為Laura
⼀家的簽證開路/宋燕為彼此有良好
溝通代禱/Mina 求神醫治Joanna和
姥爺的身體/Laura 求主看顧準備材
料的過程/Judy 宋燕靠主得勝，身體
健康/Annie 求主為Laura⼀家的簽證
開路。

⽐撒列職⻘
Yuki: 房⼦安全正常Settle/Michael & Tina ⼩
組第⼀次恢復實體聚會，⼤家都很開⼼。

Yuki 盡快找到好的租客，⼯作順
利/Michael & Tina 蓋房溝通有智
慧，有智慧處理各樣的事和引導馨

馨的情緒。

全球疫情和受影響的⼈/在醫院⼯作

⼩組

⼩組

感恩

感恩

代禱

代禱



多加永⻘家庭

澳洲疫情受到控制/⼩組家⼈不受感染⽣活恢
復正常/素凝姐膀胱鏡檢查報告⼀切正常/彭牧
師剛渡過愉快的⽣⽇與家⼈⼀起慶⽣。

的親⼈及前綫醫護/素凝姐的身體健
康/江華姐回國旅途平安/可耐姐照腸
胃鏡有好結果/春蓮姐盡快弄好⽛⿒/
布⾥斯本王連進牧師的健康和⼩恩

的释放祷告/Jessie週六的育兒分享
會/Jessie 和·LuLu的治療不受影響/
桃園姐有好的身體照顧⼩外孫/年⻑
家⼈們的身體健康/向未得救的家⼈
們傳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