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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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月 23日 ≪第932期≫

8月30日（下週日）特別講員
東雪梨台福教會高永壽牧師將於下週日蒞臨中雪梨靈
糧堂證道，願神親自紀念他的辛勞。

受洗典禮
日期：8月30日 | 時間：11:00am | 地點：網上直播
感謝主！本次受洗將有羅雨、戴复、鄧月盈、曾秀花
共四位兄姐受洗歸入主名，求神保守他們能經歷豐盛
的新生命。請受洗兄姐及服事同工於9:30am前抵達
會場預備心。歡迎大家在線上觀禮，為所有重生的新
生命獻上祝福。

西區走禱
日期: 8月21日開始 | 地點: 西區恩典堂附近公園
西區走禱隊將舉行兩週一次的走禱，特別為澳洲復興
及拯救靈魂代求，歡迎有感動的兄姐參加，詳情請聯
絡西區鄭潔姐妹。

1503宣教網絡18週年慶
日期：9月6日 | 時間：10:30am | 地點：網上直播
感謝主！1503宣教網絡十八週年慶特別主日「剛強
壯膽 進入復興」，邀請了王夢熊牧師為我們帶來特別
信息，屆時還有精彩影片與兄姐分享，彼此鼓勵與共
同展望未來。歡迎邀請家人朋友一同線上觀看，直播
鏈接請至教會Facebook或Instagram。

小組長之夜
日期：本週
請小組長根據各區通知的時間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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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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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芬

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玉娥

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劉怡芳姐妹

軟弱中的剛強

林後 1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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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我什麼時候軟弱，什
麼時候就剛強了。 （哥林多後書 12:10）

That is why, for Christ's sake, I delight in weaknesses, in insults, in hardships, in
persecutions, in difficulties. For when I am weak, then I am strong. （2

Corinthians 12:10）

林前 6:12-20 林前 7:25-35 林前 7:36-40 林前 8:1-7 林前 8:8-13 詩 116:1-7 詩 116:8-19

8月23日 8月24日 8月25日 8月26日 8月27日 8月28日 8月29日

北雪梨 -- -- -- 9 78 $4,562

恩典 -- -- -- 5 47 $5,477

中雪梨 141 -- 77 4 51 $2,268

統計日期: 16-08-2020 主日崇拜 兒童 禱告會 小組組數 小組人數 主日奉獻

$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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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 感恩 代禱

比撒列職青

Bao 學習有人幫助，鄰居人超級好/Yuki
身體健康，Rose順利搬進來/Rose 朋友
幫忙搬家，身體健康，同學老師都互相
幫忙/Norman 去了Tina & Mimi介紹的
公司實習，感覺很開心充實/Maggie調
整工作時間/Michael & Tina 蓋房順
利，妹妹長牙不鬧不生病，有家人的
愛，吃到好吃的烤魚/Liyan 朋友跟Tina
提供廚具。

Bao 學習有智慧，身體健康，學習計劃
順利完成/Yuki 身體健康，時間的安排，
前路的指引/Rose 學習，管理時間有智
慧/Norman 更有智慧及效率地使用時間
和金錢/Maggie 家人關係，溝通有智
慧，工作方向/Michael & Tina 妹妹長
牙順利，蓋房順利，Tina有耐心好脾
氣/Liyan 身心健康，媽媽腳扭傷恢復健
康。

亞伯拉罕職青

Ning 屬神的平安喜樂伴隨我/Sarah 感
受到神和弟兄姊妹的愛、有工作面試機
會、能參與先知藝術課/Emily 開心/Abe
& Teresa 家人平安健康/Eric & Linda
主日有新得著、澳洲疫情有降溫趨勢、
與弟兄姊妹有好的團契、玩到新遊戲、
學習到新菜色、生活有新體驗、看到有
趣的卡通、有好的睡眠品質、身體還算
健康。

Ning 學習操練謙卑，尋求主給我的命
定/Sarah 神開啟前方道路，信靠神是供
應者，身心靈健康/Emily 工作有智慧、
父母救恩、植物長好/Abe & Teresa 寶
寶入睡困難、睡眠、皮膚和發展，下個
租屋處，我們的睡眠、體力和健康，
Abe工作靠主得力/Eric & Linda 身體更
加健康、工作挑戰求主帶領、更多學習
謙卑。

以西結職青

Simon & Lala 工作順利，筆試預備順
利，週末有好的休息/Ceci 家人朋友平安
健康/Ronsie 生活充實，家人朋友健
康/Helen 生活恢復平靜。

Simon & Lala 世界疫情受控制，週四筆
試有神的帶領和保守/Ronsie & Ceci 疫
情受控，繼續保守我們的健康/Helen 求
神保守內心，及疫情，家人健康。

伯大尼家庭

Ben NBN 终于接通了/Mina 小组有美
好的团契/Lang 家人都平安/宋燕 因感
冒喉咙不痛了，COVID-19 测试结果打
电话问询是Negative 的/Laura David对
家庭的付出/Amanda 神給一個新的開起
突破的機會/Judy 一切顺利。

Ben 澳洲的疫情快速得到控制/Mina 求
神继续保守孩子们的身心灵/Lang 求神
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伯大尼的每一个家
人们/宋燕 求神赐下喜乐平安在我们小组
毎一个家人中/Laura 求神看顾上诉尽快
有结果/Amanda 求主供應好的租客，市
場經濟可持續好轉/Judy 水管工可以早
日完成最后的工作。

小組 感恩 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