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教會目標   穩定拓植     同心邁向     『1503』 

1. 竭誠歡迎第一次參加聚會的來賓，一次歡迎永遠歡迎，會後請留步享用茶點

彼此分享，歡迎參加小組；如需英文同步翻譯器，請至影音桌領取。 

2. 1503 宣教網絡聯合慶典『為愛 1+1』北雪梨靈糧堂成立十一週年慶典暨父親

節佈道會於今日舉行，感謝來自台灣的朱植森博士蒞臨擔任講員！已為所有

來賓預備精彩的節目、美味的茶點和精美的禮物，歡迎各位新老朋友共同參

與！今天是父親節，祝所有的父親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3. 十一週年慶之二將於下週聖餐主日（9 月 8 日）舉行，上午在本堂，下午在

恩典靈糧堂，將進行感恩見證分享及教會今年的回顧與展望，歡迎大家共同

參與，詳情請參週報夾頁。 

4. 1503 宣教網絡新辦公室感恩奉獻禮拜將於今日下午 2 點半舉行，地址：Units 

4&5, 130 Pacific Hwy, Greenwich，歡迎大家參加！ 

5. 1503 宣教網絡受洗典禮將於今日下午 4 點半在 Chatswood 浸信會舉行。感謝

主！本次有 16 位兄姊即將受洗歸入主名：韓川豐、王江華、王偉航、顧放、

黃徐星、趙玲、董愛麗、王華、王婉瑜、李鷗、苑琳、邱璽如、林世民、郭

小慧、李翰林、黃寬容。求神堅固受洗兄姊跟隨神的心，祝福他們未來的日

子經歷神豐盛的恩典！請受洗兄姊及同工於 4 點準時到場地集合預備，歡迎

大家前往觀禮，地址：Cnr Orchard Rd & Albert Ave, Chatswood 

6. Chatswood Spring Festival 車士活春季慶典將於本週六（9 月 7 日）在 Chatswood

舉行，本堂將設立服務台並參與遊行，歡迎兄姊積極參加共同興旺福音，本

週小組聚會改為參加 Spring Festival。 

7. 感謝各位兄姊積極認獻，目前共收到認獻款$34670，如果兄姊有感動認獻，

請和 Mandy 登記，也歡迎小組集體認獻。 

8. 歡迎大家瀏覽 1503 宣教網絡網站 http://www.1503.org.au/，內有教會最新訊息

及資料，網站設有繁體、簡體和英文三種版面，如您有任何建議請反饋給

Michael，感謝同工製作教會網站的辛勞擺上！ 

9. 聖工聯席會將於本週四晚 7 點半舉行；9 月教會聯合同工會將於 9 月 14 日（週

六）下午 1 點在教會辦公室舉行，請各組主責預備心準時參加。 

10. 1503 宣教網絡『甜蜜家庭』30 天連鎖禁食禱告已於上週一開始，禱告手冊$5/

本（歡迎額外自由奉獻），詳情請洽小組長，請大家積極參與為家庭復興代禱。 

11. 本週為面對面禱讀週，週間禱告會改為面對面禱讀。 

12. 全教會聖經禱讀《申命記》已於上週日開始，禱讀本$5/本，請在圖書館購買；

歡迎兄姊在圖書館購買朱植森牧師《聖靈的恩賜》一書（更清楚的發掘和應

用聖靈給予的恩賜），$10/本，售完為止。 

13. 肢體代禱：願神保守莊桃園姊妹本週返鄉探親出入平安！永青小組聯絡代理

人為張道平姊妹。 

 
 

 

1. 2013 年大洋洲靈糧特會將開放 9 月 29 日主日崇拜訪客報名（僅限當日參加），

每人$40，費用包含午餐及三堂課程，交通自理。請欲參加的兄姊於下週日（9

月 8 日）前和小組長登記報名。 

2. 『祝福澳洲』禱告會將於本週五（9 月 6 日）晚 5 點至 9 點在 Central Station

對面公園舉行，請大家迫切為本週六（9 月 7 日）的澳洲大選禱告，求神透

過選民、選出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的政府。鼓勵大家踴躍支持 Christian 

Democrat(CDP)、Australian Christian 和 Family First，他們是堅持以聖經真理制

定政策的政黨，禱告會詳情請參公佈欄。 



會前禱告 主領 
音控/ 

助手 

投影/ 

助手 

招待/ 

場地 
兒童 茶點 點奉獻 關懷 

本週 樊雨萱 
1503 

敬拜團 

繁泰 

喬瑋 
音控組 

芥菜種學青 

以賽亞職青 

麗蓉 秀如 

瑞敏夫婦 

永青/房角石

以琳/以利沙 

陳驍 

季人 

張靖 建文 

紅琅 曉柔 

德立 阿布 

下週 

（北） 
林眉 

尼希米 

職青 

玉傑 

李傑 

尼希米 

職青 

以馬內利 

家庭 

瑾妮 

福晶夫婦 

鄧潔 

晨琳 

盈方 

筱娟 

道平 

若驊 

大衛 

下週 

（西） 
丁建元 

恩典 

家庭 

星語 

宇鵬 

恩典 

家庭 

伯大尼 

家庭 

恩惠 

咪麗 
珍妮 

碧爽 

鳳儀 

林志成 

蔣煦 

 

 主日 

崇拜 
兒童 

禱告會 小組 奉獻金額 

週間 主日 組數 人數 主日 建堂 

北雪梨 148 21 
67 

58 10 122 $12282.15 $240 

雪梨恩典 69 14 34 7 79 $2282.7 $5 

含什一奉獻 78 筆；感恩奉獻 3 筆；宣教奉獻 1 筆；建堂奉獻 4 筆 

教會經常費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BLCCNS，銀行轉賬：B/S/B：062140，帳號A/C No.：10446544                      

建堂基金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BLCCNS BUILDING FUND，銀行轉賬: B/S/B: 032090, 帳號A/C No.：727911 

 

日  期        篇   章 

9 月 1 日 (日) 申命記 4：1-24 

9 月 2 日 (一) 申命記 4：25-40 

9 月 3 日 (二) 申命記 5：1-21 

9 月 4 日 (三) 申命記 5：22-33 

9 月 5 日 (四) 申命記 6：1-15 

9 月 6 日 (五) 申命記 6：16-25 

9 月 7 日 (六) 申命記 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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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地點：教會辦公室）       : 0468-765-117/週三早 10：00 

感恩：歡迎蔡雯姐妹參加小組聚會/小組第一次至新辨公室聚會，很感恩也很開

心/詠虹姐妹宣教平安回來，分享當地之青年弟兄姐妹雖在不容易中，仍盡

情地歡唱讚美神並有為主殉道的心志/楊弟兄回國僅十二小時，在路上即有

不相識的主內姐妹邀請參加聚會，且地點離家很近，使他的靈糧不致斷炊，

蓉群姐妹領受神的愛及感受弟兄姐妹們的愛，而常有感恩的心，並在半夜寫

了一封文情並茂致牧長及組員們的信，大家非常感動/克黎姐妹已平安返回

雪梨，在回國期間帶領母親做決志禱告 

代禱：週年慶的茶點服事儘都平安順利/克黎姐妹能儘速找回聖經/秀貞及桃園姐

妹返台出入平安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沈興亞夫婦家）  : 0425-210-108/週五晚 7：30 

感恩：組員踴躍奉獻，認購教會辦公室窗簾/曉明紅琅一家結束愉快旅遊，平安

回到悉尼/林眉姐妹在禱告中經歷神奇妙帶領/季人家購屋簽約順利/興亞一

梅與孩子互動親密/李多腰部損傷逐漸康復 

代禱：組員在 30 天禁食禱告中經歷神/生培學員可以靠主完成功課/求神保守曉

天弟兄的健康/復興組員屬靈生命，在生活，服事中為主做見證/繼續保守偉

航受洗跟隨主的信心 

中區信望愛家庭小組（地點：張漢章夫婦家）  : 0403-947-555 / 週五晚 7：30 

感恩：Angela 第一次帶敬拜，很興奮喜樂/雅芳 自認領辦公室奉獻後經歷到神

奇妙供應的祝福/琅感恩有 Sophia 接送來到小組，大兒子喜歡主日學/感恩

Rachel 和 Charles 夫妻有穩定的生活，Charles 很喜歡他大學裡的工作/感恩

Michele 和 Andy 來到小組，大家同心為 Michele 禱告，看見主聖靈在她身上

動工，帶下釋放醫治/感恩有 Wendy 為教組員舞蹈擺上了很多辛勞/Linda 有

主祝福隨著一家/Sophia 有機會成為媽媽及弟弟的鼓勵者，常常以電話關懷

他們 

代禱：求主引導 Terry 前面工作道路，有主同在/祝福我們小組的舞蹈表演能打動

人心，整個歌舞劇能引人歸主/求主醫治恩惠的感冒咳嗽/主帶領 Sophia 的媽

媽，弟弟們固定去教會/求主賜組員信心在 30 天禁食禱告中，每一家都經歷

神的奇妙作為/Angela 主加添智慧力量，完成生培功課 

多加 

永青 

以馬內利 

家庭 

方舟 

家庭 

尼希米 

職青 

但以理 

職青 

以賽亞 

職青 

房角石 

學青 

芥菜種 

學青 

活水 

學青 

約瑟 

少年 

22 9 9 11 12 15 13 11 8 12 

信望愛

家庭 

伯大尼 

家庭 

恩典 

家庭 

喜樂 

家庭 

以琳 

學青 

以利沙 

學青 

約書亞 

少年 

13 10 17 12 9 9 9 

本本週週背背誦誦經經文文       申申命命記記  66：：55  

你你要要盡盡心心、、盡盡性性、、盡盡力力愛愛耶耶和和華華你你的的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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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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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喜樂家庭小組（地點：李瑞峰夫婦家）    : 0403-947-555/週四早 10：30 

感恩：詠琪為兒子慶祝生日很順利愉快/珍妮能自己開車出去及接送小孩/付銳感

謝神藉著大家給她渡過開心的生日及第一次經歷街上發單張的喜悅/詠文 

感冒全好了/道平 一周裡很好的利用時間看聖經/恩惠 女兒的生日有好多

同學為她慶祝，有哥哥特別安排節目讓她看到神的恩典與寵愛/Jessica 感恩

神讓她知道如何為在遠方工作的兒子禱告/安妮 房子順利出租了/小金 雖

然忙碌有主保守看顧/趙玲 對受洗充滿期待和信心 

代禱：求主賜 詠琪和小金能早日尋到喜歡又合適的房子買下來/趙玲 受洗時能

更多經歷神/求主醫治恩惠的感冒咳嗽/醫治 Penny 兒子 Jason 的燒退，胃部

疼痛消失，丈夫能參加朱牧師特會/感恩組員們積極的參與 30 天禁食禱告雖

然有些是第一次的經歷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地點：張金莉家）       : 0435-365-265/週五晚 7：30 

感恩：金莉姐感恩主工作上有所突破/Wesley 感恩主讓他有機會在工作上新嘗試/

鄭潔感恩主讓 Mily 有 40hr 禁口操練有很好的得著 

代禱：金莉姐求主幫助與 Gas 供應商之間問題盡快解決/小康求神安慰嫂嫂淑敏

及其家人的心/求神保守 11周年慶音樂歌舞劇排練順利/Pini求神保守已決志

的弟弟全家可以堅持去教會/求神保守親親先生身體健康有神的同在/求神

保守海外的 Lynn 出入蒙福平安/求神保守 Tracy&Tammy 身體健壯靈魂興盛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地點：恩典堂會議室）     : 0435-252-277/週六晚 7：30 

  感恩：Adele 和 Huey 有美好假期，謝謝大家的禱告/感謝 Stephen 和 Angela 代理

小組事項 

代禱：11 周年慶，弟兄姐妹有合一美好的呈現，使更多的人歸向主/感謝神代領

朱牧師來到我們當中，求神使弟兄姐妹參加特會大有得著/求神醫治 Stephen

的腰痛，Adele 和 Angela 的咳嗽/保守 Mei 和胎兒，平安喜樂/也祝福 Steven

的工作/保守 Fang 和 sheen,為放預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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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地點：瑾妮家）         : 0431-996-006 /週五晚 7：30 

感恩：Erika，Dillon，Brenda 順利回到悉尼/Yuki 找到錢包/Howard 考試全通過/Brian

父母平安回來/Nicole 感受到神無處不在的恩典/樂汶身邊所有事情都很好

/Raymond 有喜樂的心來事奉主/Jason 感恩星期三在新辦公室舉行的禱告會

一切順利，大家能喜歡辦公室的設計/Angie 週六不用上班/Jinni 工作時遇到

Tony Abbott 來醫院探訪/Emily Chen 這禮拜過的不錯/Dillon 回國期間与妻子

和家人有美好的相處/Brenda 感恩主給了她美好的生活/Valerie 可以幫忙製作

教會的遊行板，重燃畫畫的感覺 

代禱：Sam 雅思、論文通過/Brian 能有智慧處理好家人關係/Nicole 彈琴有智慧，

求神保守鋼琴考試能順利通過/Raymond 奶奶去世，希望她一切都好，家人

能平靜心情/阿布希望得到更多智慧和力量/Jason 求主保守能繼續順利完成

辦公室的收尾部分/Angie 有工作有智慧/Jinni 服事有智慧，工作有主的保守，

同事之間能和睦共處/Erika 父母 9 月中來悉尼/Dillon 妻子簽證早點批下來，

早日和她團聚/Brenda 在她有能力的時候能得到更多機會/Valerie 希望 9 月份

的活動在神的保守下一切順利 

北區以賽亞職青小組（地點：教會辦公室）     : 0451-119-366 /週六晚 5：30  

感恩：Claudia 完成車的 Service/Emily Lin 生培開學/Kenny 買到便宜的機票/Ceci 

有個愉快的旅程/Jade 時間有好的安排/Emily Wang 受洗交談順利/Sean Tsai 

工作順利/Solomon 出入平安/Stanley 一切都好/Claire 好友來雪梨/Emily Liu 

& Mandy 搬家順利/Shuling 可以調 Ceremony 的時間/Michael 父親陪母親參

加主日 

 代禱：求主帶領小組員 Claire, Emily, Alice 準備心接受洗禮/Alice & Solomon 睡眠

質量改善/Claudia 回國時可以傳福音/Sean Cui 求主賜力量和智慧/Emily Lin 

身心得到好的休息/Kenny 新工作能順利/Ceci 旅途喜樂順利，媽媽在家平安

健康/Jade 媽媽睡眠質量改善/Sean Tsai 在澳洲的旅途順利/Emily Liu 讀書

順利/Shuling 婚禮籌備順利/Michael 耳朵裡雜音可以消失/Stanley 身體健康 

北區尼希米職青小組（地點: 盈方家）          : 0450-959-717 /週五晚 7：30 

感恩：J&A 度過愉快的一週/感謝弟兄姐妹讓 Ally 吃到兩個生日蛋糕/ ying 感冒症

状消失/ Lee 寻求神时得寻见/ Michael 在主裡得安息/ Julie 妈妈开始读圣经，

参加教会/Yvonne 旅遊保險有拿到補償，有機會參加一個醫生餐會免費拿到

價值$800 的血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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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尼希米職青小組（地點: 盈方家）          : 0450-959-717 /週五晚 7：30 

代禱：Ally 和家人的身體健康/Ally 哥哥未來的道路有主帶領/ ying 父母愿意去教

会/ Lee 依靠神得信心和勇氣去克服困難/ Michael 服事有智慧，更多依靠神/ 

Julie 身体健康，精力充沛/Yvonne 下周二上 SBS Insight 2013 Election Special

節目，向講員問題目時能夠以合神心意的方式表達 

北區芥菜種學青小組    （地點: 陳明鋒夫婦家）     :0420-983-634 /週五晚 7：00 

感恩：Josiane 感恩安排到很好的幼兒園實習和有很好新室友/Gordon 的爸媽訂好

9 月份來雪梨的機票/Joanna，Hallie & Jay 有很充實的一週/Simon 成績很好

/Alice 順利搬家/Louise 家人很好交流/Claudia 感恩有很好的同事準備午餐

/Brenda 的小家很強壯/Edmund 從墨爾本平安出差回來 

代禱：Gordon 幫爸媽租到在雪梨渡假的合適的房子/Hallie 阿姨手術/Simon 找工

作/Louise和 Jay 成績/Joanna的爸爸身體/Claudia回國渡假時有智慧跟家人朋

友傳福音/Brenda 生培作業 

北區房角石學青小組    （地點: 大衛家）         :0402-873-080 /週六下午 4：00 

感恩:Jake提早完成了 assignments/Jack感謝主保守行車平安/Jason感恩教會辦公室

裝修有神保守/絲縈感恩能有好的一周/Rose 駕照考試通過了/Ronsie 爺爺手

術順利/Sarah開始生培課程/Emily的父母很快就回澳洲了/Eunice感恩很快可

以回國度假/David感恩神賜平安的生活/Sunny感謝主幫助把困擾的事情都解

決/Rae 感恩兒主有愉快的聚會/Flora 感恩又一周的培訓順利結束 

代禱:Jake 求神讓自己態度變更好，并保守駕照考試，胸口病患求神醫治/Jack 求

主保守行車平安/Jason 愿教會辦公室裝修順利，并求主帶領能更好安排好服

事工作與學業/絲縈 Rose 愿有更好的睡眠/Ronsie 愿爺爺術后恢復有神看顧

/Sarah summer placement 的時間安排/Emily 希望在父母回澳后在時間安排上

有智慧/Eunice 希望回國一個月的時間安排妥當/David 愿能有更好的時間管

理/Sunny 求神保守學業和十周年主日順利/Rae 愿家人身體健康/Flora 下禮拜

第一次真正給學生上課時有神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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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以琳學青小組（地點：周亦凡家）         : 0430-132-883 /週五晚 7：30 

感恩：Cecily 第一次上台敬拜/Jean 禱告會有得著/Kitty 生日過的很開心/ Mark 找

到 internship/Parry 老闆傳授絕招/Fiona 考試成績不錯/Licca 短宣平安順利

/Lynn 門鈴修好了 

代禱：  Cecily Assignment 順利/Jean 工作順利/Kitty 不再做噩夢/Mark 雅思和儘快

融入工作環境/Parry 可以睡個好覺/Fiona 合理安排時間/Licca 在忙碌的工

作中尋求神/Lynn 身體儘快恢復 

西區以利沙學青小組（地點：張靖家）       : 0435-220-313 /週六下午 4：00 

感恩：小玉 小天使讓工作更加順利/Wendy 有機會和朋友傳福音/Maggie 生培順

利開學，報了 02/10 考車 /Tina 收到客人的禮物 /Allen 事奉有神的帶領

/Steph&Don 女儿有很好的睡眠/Alex 有很好的獵頭公司找我面試幫我找工

作 

代禱：小玉&Wendy&Allen 合理安排時間/Wendy 續簽順利/Maggie 禁食禱告經歷

神在家中做工/Tina 組員可以在禁食禱告中經歷神及 chatswood spring festival

順利/Steph&Don 合理规划经济及下星期辞职希望能顺利交接/Alex 媽媽來

之前找到最合適的工作 

西區約書亞少年小組（地點：林正宜夫婦家）: 0425-323-893 /週日上午 11：30 

Thanksgiving：shu tians speech went well/Becki found a good a placement/Weber had 

good volleyball 

Prayer：all students assignments and tests/Ruths honors project/Millie and Vanessa to have 

wisdom and love to help their friends 

北區兒童主日學 （地點：教會）             : 0421-905-557 /週日早 10：30 

感恩：小朋友們都有一顆願意服事的心/小朋友們很專心聽故事 

代禱： 求主幫助小朋友能隨時隨地敬拜讚美我們的天父 

西區兒童主日學（地點：教會）             : 0403-947-555 /週日下午 2：30 

感恩：孩子們看到神所創造的，從內心發出讚美 

代禱：孩子們能常常帶著感謝的心，來敬拜讚美神 



1503 宣教網絡北雪梨靈糧堂 成立簡史 

本於上帝的慈愛及主耶穌基督所吩咐的宣教大使命和澳洲雪梨福音的呼聲，及
主的呼召，我們的母堂台灣楊梅及中壢靈糧堂差派李守博、俞君慈牧師夫婦全家在
主後 2002年 9月 1日正式成立基督教澳洲北雪梨靈糧堂。我們從主所領受的異象是
要在此建立一個充滿真愛與能力的門徒教會。是以聖經為根本、以聖靈為前導、以
敬拜為重心、以宣教為目標的門徒教會。門徒、小組及聖靈超自然的工作，是我們
教會的特色。我們以北雪梨為基地，以華人為起點，以『1503』植堂策略快速並大
量地植堂，與所有教會攜手為基督贏得整個城市，透過福音造福鄉里。 

充滿恩典的過程   上帝對雪梨宣教的呼聲藉由母堂王桂華牧師等牧長臨到我們牧
師全家，並於 2002 年 5 月 19 日在台灣楊梅靈糧堂舉行差派禮，由楊梅及中壢靈糧
堂支持我們在雪梨開拓教會。回顧過往，從 10個人家裡的禱告會開始，到如今這一
切都是神的恩典。大家每週都毫無怨言地搬運架設影音器材及桌椅，開放家庭小組
聚會，同心合意建造基督的身體。 

充滿真愛的家庭   北雪梨靈糧堂是一間小組教會。按不同年齡及居住區域，成立各
種同質性的小組，每週聚會一次。組員都經歷從神而來的愛，因而用神的愛來實際
關懷，建立真誠的關係，切實的彼此相愛。歡迎您參加小組，才能真正體會我們教
會的精華。 

 充滿能力的軍隊   在這裡我們都被聖靈充滿，因為神要我們都領受聖靈而來的能
力，好叫我們可以放膽地為主作見證。我們也領受屬靈的恩賜，各按其職，也照著
各體的功用，彼此相 助，叫身體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因此，在這裡絕大部份的
兄姊都參與服事。許多的人來到這裡遇見了神，找到了生命的意義，看見自己生命
的價值。憂憂愁愁地進來，歡歡喜喜地站起來。 

 充滿門徒的教會   只有門徒才能完成主耶穌的大使命。要看門徒，請到北雪梨。因
為我們願意接受裝備訓練，願意承擔責任與要求，願意活出真理結出聖靈的果子。
我們不但個別可以獨當一面，合在一起更有爆炸力，因為我們共同完成了許多高難
度的目標。 

 充滿教會的雪梨   雪梨是一個幅員廣大的城市，有 30-40 萬華人。感謝主！神將
『1503』植堂的策略賜給我們。就是當我們有 150 位門徒，在該地區已經成立 3 個
小組，便可差派 50位門徒到該地區成立另 1間分堂，同樣是充滿真愛與能力的門徒
教會。如此才能滿足雪梨福音廣大的需要。 

 充滿合一的恩膏   我們是一間合一的教會，我們也致力於與眾教會合一的關係，因
為合一才真正能見證福音，因為合一才有恩膏能力。雪梨只有一間教會，就是耶穌
基督的教會。主耶穌要我們與眾教會共同贏得雪梨，將這裡成為大洋洲的宣教中心，
並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