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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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家!
Welcome home!
在這裡，我們一同敬拜這位將獨生愛子耶穌基督賜給我們的神。祂是滿有慈愛及良

善的天父。 

Here, we worship together the God who gave us our only beloved Son,

Jesus Christ. He is a heavenly Father full of love and kindness.

如果今天是您第一次來到我們的當中，邀請您於聚會結束後參加我們的認識耶穌

班。您在那裡可以享用精心預備的茶點，並向您介紹如何透過小組及服事團隊成為

這個家的一份子。 

If today is the first time you have come to us, we invite you to join our

class to know Jesus after the meeting. There you can enjoy carefully

prepared refreshments and show you how to become a part of this family

through the team and ministry team.

最後，這個家之所以這麼棒，是因為每一位像您一樣的人。我們愛的大家庭，一次

歡迎，永遠歡迎。 

In the end, the reason why this home is so good is because everyone like

you. The big family we love, welcome once and always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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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動態
Upcoming Events

今日特別講員
台北靈糧堂執行牧師周巽正牧師證道影片

於今日播放，願神親自紀念他的辛勞。

1月17日（下週日）特別講員
黃彼得牧師將於下週日蒞臨中雪梨靈糧

堂，下午在恩典靈糧堂證道，願神親自紀

念他的辛勞。

孩童奉獻禮報名
日期：今日截止 | 地點：各區兒主負責人
1503孩童奉獻禮將於2021年2月21日舉行，

歡迎願意將12歲以下孩童奉獻給主，並且在

家中按著聖經真理，來教養孩童的父母們報

名參加，詳情請洽各牧養小組長或是各區兒

主負責人。

禱告之夜 - 等候神中的盼望
日期：本週三 7.30pm | 地點：Zoom 

聚會鏈接將於週二由小組長發送。

ID 走入命定 1.2
日期：本週六 1.00pm | 地點：視訊上課

2021國語父母成長課程
晨光關懷協會主辦

日期：2月12日&26日，3月12日&26日 

時間：8.00pm-9.30pm | 地點：Zoom
本課將帶領父母建立親密親子關係，教父母

為孩子營造良好學習氛圍，歡迎感興趣的兄

姐報名，名額有限，報名詳情

http://bit.ly/2L10WWF

http://bit.ly/2L10WWF


本週讀經計劃 Bibl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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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背誦經文 Bible Verse

奉獻 Offering

教會奉獻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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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0日 (Sun) 徒 2:36-42

1月11日 (Mon) 徒 3:1-10

1月12日 (Tue) 徒 3:11-18

1月13日 (Wed) 徒 3:19-26

1月14日 (Thu) 徒 4:1-12

1月15日 (Fri) 徒 4:13-22

1月16日 (Sat) 徒 4:23-31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做什麼，惟有看見父所
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做。 （約翰福音 5:19）

Jesus gave them this answer: Very truly I tell you, the Son can do nothing by himself;
he can do only what he sees his Father doing, because whatever the Father does the

Son also does. （John 5:19）



主日崇拜程序
Sunday Program

統計摘要 Statistics

北區 西區 中區

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子榆 祥芬 于恒

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曉晨 家毅 俊峰

以見證感恩來敬拜   黎學明

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周巽正牧師 V 周巽正牧師 V 周巽正牧師 V

 未知中的確據 未知中的確據 未知中的確據.

 約 5:19-20 約 5:19-20 約 5:19-20

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 - -

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 - -

-- -- -- 7 0 $3,429

44 8 23 6 8 $3,147

101 4 45 5 0 $1,847

統計日期:
03-01-2021

主日崇拜 兒童 禱告會 小組組數 小組人數 主日奉獻

-- --

建堂 感恩/特別

-- -- -- -- -- -- --

多加永青
家庭

以馬內利
家庭

但以理
職青

以西結
職青

耶利米
職青

迦勒
學職青

以賽亞
背包客

-- -- -- 8 -- --

伯大尼
家庭

波阿斯
家庭

豐盛
家庭

喜樂
家庭

和散那
學職青

亞伯拉罕
職青

-- -- -- -- --

信望愛
家庭

生命樹
家庭

比撒列
學職青

路加
職青

1503
少年



在這裏, 您可以被成全為 
HERE YOU CAN BECOME 

一位充滿真愛與能力的門徒 ! 
A LOVING AND INFLUENTIAL DISCIPLE FOR CHRIST!

本地與跨國的宣教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Outreach 

多元化的節日慶典 

Diversified Festive Celebrations

青春感人的詩歌敬拜 

Lively and Inspiring Praise and Worship 

深入淺出的心靈鷄湯 

In-depth and Comprehensive Bible

Preaching

各式訓練課程 

Various Training Courses 

温馨扶持的小組生活 

Supportive and Caring Cell Groups

生動活潑的兒童主日學 

Energetic and Vibrant Sunday School



小組總覽
Cellgroups

北區   

多加永青家庭 Lindfield 週三早 10:00

以馬內利家庭 Chatswood 週五晚 07:30

但以理職青 City 週五晚 07:30

以西結職青 Chatswood 週四晚 07:00

耶利米職青 Chatswood高中教室 週日午 02:15

迦勒學職青 Macquarie Park 週六晚 06:00

以賽亞背包客 Chatswood高中教室 週日午 12:30

西區   

伯大尼家庭 Eastwood 週五晚 07:30

波阿斯家庭 Kellyville 週五晚 07:30

豐盛家庭 Eastwood社區中心 週五晚 07:30

喜樂家庭 Gladesville 週五早 10:00

和散那學職青 Epping 週五晚 07:30

亞伯拉罕職青 West Ryde 週五晚 07:30

中區   

信望愛家庭 Hurstville 週五晚 07:30

生命樹家庭 North Strathfield 週六晚 06:30

比撒列學職青 North Strathfield 週五晚 07:30

路加職青 North Strathfield 週六午 04:00

1503少年 North Strathfield 週六晚 06:30



各堂聚會地址
Service 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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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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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雪梨靈糧堂 

1503 Building, 217 Parramatta

Rd, 

North Strathfield 

10.00am - 10.30am 禱告會 

10.30am - 12.00pm 主日崇拜

聯絡我們 Contact Us

A: 217 Parramatta Rd, North Strathfield, NSW 2137 

T: (02)9439-5115 

E: 1503mission@gmail.com 

W: 1503.org.au

Join us on Facebook 

1503 Mission Network

Follow us on Instagram 

1503 Mission Network



小組感恩代禱
Thanksgiving & Prayers

迦
勒
學
職
青

Rachel 與小組成員有很好的連
結/Matthew 假期愉快/Claudia 假期
有好的休息/Charlotte 主把Rachel 帶
到我們小組/Kmen 假期平安順利。

Rachel 外婆身體健康，自己懂得感恩生
活/Matthew 有好工作，未來的方
向/Claudia 家人身體健康，新的一年工作有
智慧/Charlotte 家人和自己身體健
康/Kmen 面試和未來道路有神的帶領。

亞
伯
拉
罕
職
青

Emily 感恩下雨還有屋頂/嬌嬌 新年出
遊愉快充電100%/Ning 飲食恢復規
律，有節制/Sarah 有很好的休息時
間/Abe & Teresa 假期有好的休息，
家人出入平安/Eric & Linda 假期有充
分休息、買到划算的鞋子，Linda眼睛
不適得醫治，Eric與新同事相處愉快，
找到適合的睡眠方式。

Emily 可以順利修好、父母救恩、大家身體
健康、工作有智慧/嬌嬌 工作有智慧，順利
執行各項計畫/Ning 有與人和睦的能
力/Sarah 今年的計畫和方向、疫情控
制/Abe & Teresa寶寶發育、新家與幼兒園
適應，Teresa睡眠和健康，搬家順利，Abe
工作靠主得力/Eric & Linda在職場中有更多
愛心去為人付出、更認識主。

伯
大
尼
家
庭

Lang 新年的第一天就收穫滿滿/Judy
2020 全家健康平安/Joanne 2020全
家蒙神的看顧保守/Laura 新年新氣
象，David願意為家人做出改變的行
動/Amanda 家人更加同心合
意/Eileen 全家人有好的假期時光。

Lang 讓我們每一天都能與主同行，明白神
的心意/Judy 求主看顧小組家人們新年有新
得著，恩典滿滿/Joanne 新的一年中願小組
家人在各方面都有神的恩典和帶領/Laura
求神保守David爸爸腦梗手術順利/Amanda
新酒新油澆澆灌在新皮囊裡，努力不忘初
心，家人們健康平安喜樂/Eileen 找到想要
的房子禱告。

小
組

感恩 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