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 民數記 11：1-9，18-20，31-34         講員: 李守博 牧師 

一、貪婪的怨言 v.1a,4 

 

 

 

 

 

 

 

 

二、惹神發怒氣 v.1b,16,20,33 

 

 

 

 

 

 

 

三、代禱與感恩 v.2,7-9 

 

 

 

 

 

 

小組討論 

  1. 請分享在埃及 (世界) 裡，有哪些誘人及致命之處？  

  2. 當有不滿足或不滿情緒出現時，我應如何處理它？  

  3. 如何讓自己常存感恩的心和為周遭有需要者代禱？ 

 

                                                                          

 

 

 

 

 

 

 

 

 

 

            

 

 

 

 

 

 

 

 

 

  

 
 
 
 
 
  

  我們的異象：建立充滿真愛與能力的門徒教會 
     Our Vision: Building Churches with Disciples Full of God’s Love and Power 

 

主日崇拜 程序 

一、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巴拿巴職青小組 

二、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譚瑾妮 姐妹 

三、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四、以受洗見證來敬拜                王鐵槐 弟兄 

五、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李守博 牧師                             

    講題：勿貪婪發怨言                    

    經文：民數記 11：1-9，18-20，31-34 

六、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七、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八、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聚會時間表   

週 

日 

禱告會 
10:00-10:30 
大禮堂 

主日崇拜 
10:30-12:15       
大禮堂 

裝備課  
12:30-13:30 
教室/禮堂 

兒童主日學 

10:30-12:15 
教室 

週 

間 

復興禱告會  週三 19:30 

各小組聚會 
請參內頁小組 

感恩代禱 

生命培訓學院 
週六 9:00 
教會辦公室 

北區 

DCC 

Chatswood 

西區 

林正宜家

Eastwood 

中區 

樊雨萱家

Strath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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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貪婪發怨言 

http://www.1503.org.au/


   2014 年教會目標    得地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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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母親節暨恩典堂開堂二週年慶特別節目已於上週日分別在本堂及

恩典堂順利舉行，感謝所有同工的辛勞擺上！當天上下午共 14 位新朋友決

志信主，願神繼續祝福帶領他們！活動照片請查看 http://goo.gl/av8RnP  
3. 感謝主！5 月同工會已於上週順利舉行，會議記錄，請參佈告欄。重要決議

如下：a. 因李牧師身體狀況，牧養架構及生培調整：王學匯夫婦為家庭永

青區協調聯絡人，林恩惠牧師將負責生命培訓學院。b. 感謝主！ 目前有 51

位同工願意被差派，本堂預計於 6 月 8 日舉行中雪梨靈糧堂差派禮，6 月 15

日開始試行崇拜。 

4. 靈糧生命培訓學院雪梨分院已開始招生，歡迎兄姊積極報名，報名將於下週

日（5 月 25 日）截止，報名詳情請洽各小組長。 
5. 本堂《初信造就》課程 1/4，於本週主日後 12 點半在對面教室開始上課，此

課程將幫助初信者建立穩定的靈修生活、學習向神禱告和與神建立親密關

係。課程講義僅預備給有報名的學員。 

6. 中雪梨靈糧堂主日聚會場地正在洽談中，請大家迫切為場地的確定代禱！同

時，植堂禱告仍在火熱進行中，詳情請洽各小組長。 

7. 本堂本週復興禱告會改為參加 5月 21日(週三) 晚上 7點在 Hurstville救世軍

舉行的 337 雪梨眾教會聯合禱告會，地址：Cnr Bond & Dora streets, Hurstville 

NSW 2220，歡迎兄姊參加，為雪梨的復興守望。 

8. 感謝主！家庭永青區弟兄經歷神營會已完成報名，將於 5 月 31 日-6 月 1 日

舉行，求神保守每位弟兄都有豐富得著！學職青區已開始報名，弟兄報名截

止月 6 月 1 日，姐妹截止於 6 月 15 日，請把握機會報名參加！詳情請洽各

小組長。 

9. 肢體代禱 ： 

a. 感謝主！恭喜多位懷孕的姐妹，求神保守媽媽和孩子都健康平安！ 

b. 請繼續為李牧師夫婦有健康的身體和得醫治代禱（請參週報夾頁）！ 

c. 喜樂家庭小組 Joyce 阿姨的先生李方，已於上週三早上卸下地上的勞苦，

安息葬禮已於昨日舉行， 求神安慰和看顧 Joyce 阿姨及家人！ 
 
 

『下一站.再愛你』電影預映佈道會由影音使團主辦， 於 5 月 31 日（週六）在

雪梨奧運場館體育中心上映，下午 3 點國語場，晚上 7 點粵語場，詳情請洽小

組長，海報請參公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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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宜 
巴拿巴 

職青 

芷芸 

婉瑜 

巴拿巴 

職青 

以馬內利 

家庭 

海雲夫婦 

健文 

桂珍 

風芸 

鵬帆 

季人 

子鵬 姜楠 

思靈 

下週 繁泰 
但以理 

職青 

李傑 

芷芸 

但以理 

職青 

芥菜種 

學青 

于庭 

羽濡 心茹 

韋良  

健文 

黛莉 

林眉 

碧妮 

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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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27 
禱讀 

59 11 147 $2324.65 $100 

恩典 179 21 71 8 99 $3589.20 $160 

含什一奉獻 39 筆；特別奉獻  -- ；;建堂奉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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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8 日 (日) 民數記 9：1-14 

5 月 19 日 (一) 民數記 9：15-23 

5 月 20 日 (二) 民數記 10：1-10 

5 月 21 日 (三) 民數記 10：11-36 

5 月 22 日 (四) 民數記 11：1-15 

5 月 23 日 (五) 民數記 11：16-30 

5 月 24 日 (六) 民數記 11：31-35 

  

  

  

  

多加 

永青 

八福 

永青 

以馬內利 

家庭 

方舟 

家庭 

巴拿巴 

職青 

但以理 

職青 

以賽亞 

背包客 

房角石 

學青 

芥菜種 

學青 

中區雅各 

學青 

約瑟 

少年 

21 15 12 12 10 15 21 8 11 9 13 

本本週週背背誦誦經經文文       民民數數記記 1111：：11  

眾眾百百姓姓發發怨怨言言、、他他們們的的惡惡語語達達到到耶耶和和華華的的耳耳中中．．耶耶和和華華聽聽見見了了就就怒怒氣氣發發

作作、、使使火火在在他他們們中中間間焚焚燒燒、、直直燒燒到到營營的的邊邊界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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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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地點：昌敏家）          : 0468-765-117/週三早 10：00 

感恩:歡迎新朋友張艳麗參加小組聚會/彭牧師 已到女兒家享受親情/詠紅 出國

宣教已平安回來,並在小組中分享其感恩的經歷/福榮 已取下一些束縛，

並回到小組聚會見證身体神速的進步/昌敏 的母親春蓮姐已平安回到雪

梨/敏青 樂於參加初信造就課程。 

代禱:John 弟兄夫婦出外旅遊渡假平安喜樂/福榮 的身体完全恢復/秀清 能抽空

參加聚會. 

北區八福永青小組（地點：教會辦公室）      : 0420-388-066/週四早 10：00 

感恩:鉄槐  感謝主讓我認識神，心歸向神，於家庭營受洗，成為神的兒子/海萍  

神的看顧，外孫 Kevin 考取紐因頓學院獎學金/风云  年初女兒懷孕，4 月

份又買房。 

代禱:丁媽  求神使用我，我願作神的器皿/丁爸  身體健康，兒孫出入平安/丹雨  

願主医治父親陽明的感冒咳嗽与氣喘/張誼 全家平安和諧，有主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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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Don, Fang, Sheen 报名新一届生培/全体参加主日茶点服事，特别是 Stephanie

在家照顾生病的 Joanne，支持Don坚持来主日/积极报名同工退休会/顾放 工

作蒙神看顾/母親節佈道會組員同心預備茶點，佈道會上很多新朋友加入和

決志/世強夫婦 精心預備家長禱讀，有美好的分享與代禱/William 的孩子為

媽媽親手做糕點/Clay 的車子修好了。 

代祷:坚固报名生培的组员，祝福一切所需/Adele Joanne 身体不适尽快好转/Jenny

下周餐厅开业一切进展顺利，老公 Johnson 飞悉尼旅途平安，能参加教会活

动/赐智慧给小组的小朋友们/Daniel Naplan 考试顺利/顾放 智慧，合理安排

工作时间，销售业绩达标/恬恬 下周六鋼琴考試順利/建元神學考試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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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母親節戲劇表演圓滿成功/Parry 小朋友長大懂事/鄭潔 平安喜樂/金莉

Brisbane 的培訓中心順利建成/王昕 有主的平安/Jenny 孩子們有責任感。  

代禱:小康 智慧管理神所賜的財務/Tracy 保守身體健壯及二姐身心靈平安喜樂/

金莉在 BSF 學習有得著/Parry 全家身體健康/李春保守換工作順利有主的

/Amanda 保守全家身心靈健康/王昕 全家早日團圓/Tammy 身體健康腳傷

痊癒/親親 先生身心靈平安健壯與主同在/保守李牧師身體完全得醫治。 

北區方舟家庭小組（地點：宜萍家）          : 0422-335-677/週三早 10：00 

感恩：Bonnie 保守 John 的工作/马莹 登登发烧得到医治/Grace 谢谢 Bonnie关心。 

代祷:Bonnie 医治不舒服的组员和小朋友/马莹 老公的工作能更上一层楼/Grace 

头暈得医治，有充足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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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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ey 獲得新工作/Kenny 與同事關係良好、工作順利/雅芳 媽媽到教會/ 

Simon 功課將完成/Andrew 牧師大兒子在銷售上比預期理想/Terry 一家平

安回到澳洲/Beryl 丈夫找到工作/Sophia 渡過愉快旅程有機會與親友聯絡。 

代禱:Harvey 適應新工作及新生活的時間安排/Kenny 家中客房地板滲水，盼望管

理處儘快跟進/Wendy & Beryl 能有更多的體力、能力在家庭、工作及服事

上/Terry 恩待在工作及經濟上得祝福/Lang Aadi 的樂理有進步/Sophia 假期

後一切儘快回復正常/Linda 家人歸主/李牧帥接受治療及身體康復。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李瑞敏家）     : 0403-021-366/週五晚 7：30 

感恩:小组聚会有愉快美好的分享/一梅 父親平安順利回到济南/李多 腰痛得到

緩解/Amanda 弟弟拿到 PR.  

代祷:求主親自看顧牧師及全家/李多 BOB 學習生活喜樂順利/Amanda 求主帶領

David 的工作方向/紅琅 求主帶領未來的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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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Lynn/组员们母亲节台前幕后的奉献和摆上/萍珍 主看护全家/Kitty 总结文

完成/付锐和雅男 神保守家中大小事/静文 老公来澳签证顺利批下/Joyce 母

亲节儿子送我去参加主日特会/周炜 积累的事项得解决/詠琪 第一次参与

表演和兄姐有很好的互动&学习/立琴 带 2 位新朋友参加母亲节特會。 

代祷:萍珍 引领和保守这次车祸能妥善处理/雅男 智慧的灵充满全家/付锐 赐家

人平安喜乐/Kitty 同学中考顺利/周炜 全家人睡眠有改善/李守博牧师身体

得奇妙医治/淑贤 在台湾出入平安。 

北區巴拿巴職青小組（地點：曉晨家）        : 0433-721-868 /週五晚 7：30 

感恩:Emily L 和室友有好的交流/Claudia 常常經歷到神的恩典、信心大增/Shirley

能在工作中認識不同的人/Hallie 看了場難忘的演唱會/Simon 特會茶點籌備

得蒙主恩/Jade 小組為她做醫治禱告。 

代禱:Emily L 持久的專注力/Claudia 預備一份 full time 工作/Shirley 有穩定的靈修,

和小家人每周有固定一起禱告的時間/Hallie 考試順利/Simon 在工作面試預

備上有主的帶領/Jade 回國旅程一切順利，平安。 

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地點：瑾妮家）       : 0401-890-474 /週五晚 7：30 

感恩：Litty 天氣晴好/Valerie 小組茶點服事順利/Nick 手指雖然受傷但沒有很嚴重

/Agnes 每天都精神飽滿/Brian 弟兄姐妹幫助安排主日的場地/Raymond 感受

全體但以理組員的愛護/Erika 看見自己的不足，學會更依靠神。 

代禱：Valerie CPA 考試免考申請成功/Raymond&Nicole 去中區一切順利，工作生

活有神看顧/Nick 考試過關，PR 順利/Agnes 好好實踐自己訂立的時間表

/Brian 工作不那麽忙，有時閒復習考試/Raymond 工作上與上司相處有智慧

/Erika 願差派至中區的組員生命成長，並儘早適應/Dillon 有充足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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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尼希米職青小組（地點: 盈方家）         : 0450-959-717 /週五晚 7：30 

感恩:安妮 遇见一位负责的中医/Yvonne 母親很平安/Julie 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Mike 燙傷的手恢復順利/J&A 神保守每日生活/Emily&Deb 神賜予了如此

疼愛自己的父母。 

代祷 :安妮  希望心脏早日恢复&每天都可以很放松 /Yvonne Morling College 

assignments 能迅速完成並趕上課業進度，車子的故障能修好/Julie 僱主擔

保相關事宜/Mike 燙傷的手恢復順利/Emily 婚姻和買房合乎神心意，有神帶

領/Deb 未來方向。 

中區比撒列職青小組（地點：玉娥家）       : 0477-182-727 /週五晚 7：30 

感恩:Michael 母親節佈道會順利/Agnes 母親節佈道會茶點服事順利、完成作業

跟報告/Licca 同心合一完成 Assignment/Chunrui 祝福下離開但以理、愉快

地加入新小組/Maggie 母親節給媽媽打電話有不錯的交流/Shanshan 內心

信念越來越堅定/Nicole 母親節茶點有好的果效/Raymond 通過環境擺脫老

我/Alex 媽媽度過愉快的母親節/Iris 有小天使關心/Teresa 媽媽旅遊平安

回來/Wendy 在禱告中得著平安和安慰、神垂聽禱告保守家人彼此相愛。 

代禱:Michael 組員有願意的心接受裝備/Agnes 有智慧在新小組繼續學神的話

/Licca 母親來澳申請順利/Chunrui 適應並融入新環境/Maggie 店的方向和

合適的員工/Shanshan 雅思考試順利、身體健康/Nicole 教學生、和家長溝

通有智慧/Raymond 工作有智慧/Alex, Iris, Wendy 雅思成績/Alex 家人朋友

身體健康/Iris 感冒儘快痊愈/Teresa 找到合適的工作。 

北區芥菜種學青小組    （地點: 明鋒夫婦家）     :0422-066-877 /週五晚 7：00 

感恩:Louise、榮恩生活充實/Sunny 報告交完/Daniel 考試進步/Jacky 考試感覺良

好/David 報告順利奶奶健康/Dominic 報告順利寫完 /Meg 得到  iPhone 

replacement/Celine 來小組愉快/Cindy 組員順服/Rose 度過愉快一周。 

代禱:Louise 學業順利/榮恩 final 考試順利/Sunny 身體健康、與老師交涉順利

/Daniel 生意興隆/Jacky 更加認識神/David 父親能夠信主/Dominic 能夠找

到工作/Meg 積極安排好時間/Celine 靈命有成長/Cindy 有智慧/Rose 寫報

告、作息規律、時間安排。 

北區房角石學青小組    （地點：明鋒夫婦家）   :0402-873-080 /週六下午 4：00 

感恩:Emily 工作不錯，母親節過得很開心/Jason,Simon 和 Rae 學習成績不錯/Jake

的測驗成績比預期的好/Sarah 保守找 placement/Ricky 一周過得好/Ronsie 在

墨爾本的四天很平安/Eunice 有能力應付繁忙的工作/Jack 感恩活著。 

代禱 :Emily 願父母回台灣平安愉快 /Sarah 準備參加的面試求神帶領 /賜

Simon,Jason,Rae，Jake，Ricky 學習智慧/Rae 和 Ronsie 願家人健康/Eunice 希

望父母在國內生活平安開心/Jack 身體健康/Rolita 保守回台期間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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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以利沙學青小組（地點：星語家）        : 0435-220-313 /週五晚 7：30 

感恩:Jason 口試順利考完/Allen 工作逐漸上手/Kenneth 過得很好/Jay 暫時忙到

一段落/Ian 在家自習有節制/Fiona 爸媽心情比較好/Rebecca placement 順利

/Cecily 各個方面都很順利/Tina 雖然生病，但精神不錯。 

代祷:Fiona 學業順利/Cecily 學業順利&找到合適的 PPT 同工/Tina 儘快找到咖啡

手/Rebecca 4W 訓練順利/Jason 帶領週六筆試/Allen 學業繼續專注/Kenneth 

考試順利通過/Jay 讀書更認真/Ian 更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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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小朋友們母親節表演順利/小朋友們開始懂得在主日學幫忙老師。 

代禱:小朋友們能夠在平常生活中服事神服事人/小朋友們有更愿意的心来认识

主和渴慕神的话。 

北區約瑟少年小組（地點：教會）          : 0423-123-313 /週日下午 12：40 

感恩：James 按時完成作業/Xing Lu camp 很開心/Jim 在功課上得到同學幫助

/Charlotte 適應高中生活/Nokie 馬拉松比賽得第二/Marshall 一切順利/Winny 

assignment 拿到好成績/Jasmine 有好的休息/Michael 籃球比賽精彩/Stella 度

過很好的生日 party/Jinni 和 Celine、Louise 開始家庭祭壇 

代禱：Candy 讀書有智慧功課/James assignment、Stella exam 有好成績/Xing Lu 和

Charlotte 保守 NAPLAN 考試/Jim 各科考試都能通過/Nokie 有機會參加韓

國 dance audition/Winny 籃球比賽中，隊員有合一的心/Edison 媽媽身體健康

/Michael 籃球校隊能贏得比賽/Jasmine 雅思能考到 6 分/Jinni 服事有智慧/組

員都能報名參加經歷神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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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母親節孩子们表演顺利並且讨人喜欢。 

代禱:求神差派天使保護孩子們心思意念常提醒自己要謙卑, 常将荣耀归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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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以賽亞背包客小棧（地點：教會）      : 0451-119-366 /週日下午 12：30 

中區雅各學青小組（地點: 文碩家）           : 0404-883-886 /週五晚 7：30 



來自友堂牧者的代禱信： 

我們深信‧在癌症風暴中~~神依然掌權 

各位牧長朋友、機構負責人、及弟兄姊妹：平安 
 
  2014 年 5 月 8 日，在電子郵箱中收到一封令我們震驚錯愕的電子郵件，一位交

情甚好的澳洲屬靈朋友－－北雪梨靈糧堂主任牧師李守博牧師，在今年受難節的前

夕，因體檢而被診斷罹患多發性骨髓癌初期，亦即血癌，雪梨的醫院即刻安排從 5

月第二個禮拜開始化療，每個月為一個療程，共計四個月。 
 
      義人的禱告是大有功效的，我們懇請貴教會在禱告會或者在您靈修時間，請

為以下事項代禱： 
 
    第一項代禱：請為李牧師的病情迫切禱告。求神賜下醫治大能在李牧師身上，

保守癌細胞不要擴散，完全得著醫治。我們也懇求神特別憐憫在化療期間，使化療

不僅達到最好的效果，也保守李牧師在整個化療過程中沒有痛苦及後遺症。深願神

親自與李牧師同行，讓他不僅能夠剛強壯膽，也有屬天的喜樂與平安充滿於心，讓

神的大能彰顯，使更多的神蹟奇事不斷地發生在李牧師一家之中。 
 
    第二項代禱：我們懇請為君慈師母迫切禱告。據聞師母體弱，多年受貧血及其

他多種疾病的折磨，我們懇請神醫治保守她的身體，讓她有充足的體力及意志力能

照顧牧師與小孩們。也求神親自以大能的臂膀扶持她，以無比的大愛安慰她的心。

願天父上帝保守她各項服事得力，并在患難中不斷仰望耶和華，讃美不停。 
 

    第三項代禱：我們懇請為李牧師的孩子們迫切禱告。我們深信，患難絕對是神

化妝的祝福，求神特別恩待看顧，保守兼顧他們仰望的心。求主耶穌以愛為盾牌，

四面環繞他們。願神親自動工在他們心中，讓他們在逆境中學會以更大的信心全然

依靠神，凡事謝恩。 
 

    第四項代禱：我們懇請為所牧養的 1503 宣教網絡(澳洲北雪梨、恩典靈糧堂)迫

切禱告。在李牧師身體不適之際，教會的許多事工勢必會有一些變動。求神賜屬天

的智慧于牧者團隊和同工群，堅持 1503 植堂的異象及使命，更賜堅強的心與和睦的

靈在同工之中，讓大家謙卑合一地彼此配搭服事。也願聖靈親自引領，興起更多精

兵一同堵住破口，一起面對困難、攻擊和攪擾，建造屬神榮耀的教會。 
 
  在 1503 宣教網絡復興的浪潮興起之際，仇敵卻不甘願而施詭計，企圖興起血癌

風暴的怒吼襲擊，藉以瓦解教會的信心及建造團隊。但我們卻深信，在洪水氾濫之

時，耶和華仍坐著為王。我們深信，李牧師的健康乃是由耶穌基督親自掌管！求耶

和華拉法的神賜下全然的醫治，也將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臨到李牧師一家和眾同工心

裡。深願我們同心合意在主前的懇切祈求能如香上升至主的寶座前，祂必親自動工

彰顯祂奇妙大能，將危機化為轉機，必有大神蹟要行在 1503 宣教網絡、李牧師及全

家身上，見證全能主上帝的榮耀，成為教會復興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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