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皮袋—我是君尊的傳道人 
 

經文：馬可福音 2：18-22，彼得前書 2：9    講員: 李守博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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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主日崇拜 程序 

一、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但以理職青小組 

二、以同領聖餐來敬拜                蘇輝 牧師 

三、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譚瑾妮 姊妹 

四、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五、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李守博 牧師 

    講題：新皮袋---我是君尊的傳道人 

    經文：馬可福音 2：18-22，彼得前書 2：9 

六、以回應詩歌來敬拜                   

七、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蘇輝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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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瑾妮家 

Chatswood 

西區 

林正宜家 

Eastwood 

中區 

翁玉娥家 

Rockdale 

1503 宣教網絡 

  北雪梨靈糧堂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in Northern Sydney 

   1503 Mission Network 
 

 
聚會地點: Chatswood High School 高中禮堂, 24 Centennial Ave., Chatswood 

郵寄: P.O.Box404, St Leonards, NSW 1590  辦公室: Unit 4, 130 Pacific Hwy, Greenwich  

電話/傳真: (02)9439-5115 電郵: 1503mission@gmail.com 網站: www.1503.org.au 

牧師團隊: 李守博主任牧師、蘇輝牧師、陳安德烈牧師、林恩惠牧師 

 

2015 年 1 月 4 日《第 640 期》 

 

一、    丟棄舊皮袋---可 2：18-22 

  1.   禁食 vs. 歡樂 

 

 

  2.   新布 vs. 舊衣服 

 

 

  3.   新酒 vs. 舊皮袋 

  

 

 

二、    成為新皮袋---彼前 2：9 

  1.   新國民---神的子民 

 

 

  2.   新使命---宣揚福音 

 

 

  3.   新地位---尊君祭司 

  

 

  

小組討論： 

  1.    我期待神要在 2015 年給我的恩膏與祝福是什麼？ 

  2.    我的舊皮袋是什麼，攔阻了神給我的恩膏與祝福？ 

  3.    我在神給我的崗位中，如何扮演好君尊的傳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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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教會目標    剛強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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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祝大家新年快樂！感恩神帶領我們走過恩典和祝福滿溢的 2014

年，願神同在的平安和喜樂在 2015 年充滿您和您的家庭！ 

3. 歡迎李牧師在罹癌接受治療後第一次回到我們當中證道，感謝讚美

主！目前牧師還在進行為期一年的強化治療，雖然免疫系統較好，但

還未能達到重新打預防針的狀態，所以不方便與生病感冒的人接觸，

也因需要保持體力講道，聚會後不便久留，請大家體諒目前的狀況，

也感謝各位兄姊一直以來的代禱。 

4. 感謝主！本堂『回顧過去，展望未來』除舊迎新禱告會已於上週三順

利舉行，共有 55 位兄姊參加，大家共享跨年迎新的美好感恩時光，

感謝同工的辛勞擺上！活動照片請參鏈接  http://goo.gl/sEq7w4 

5. 本堂小組聚會、週間禱告會從本週開始恢復；本週為面對面禱讀週，

週間禱告會和小組聚會改為面對面禱讀。 

6. 教會聯合同工會將於本週六（1 月 10 日）下午 1 點在 Chatswood 

Dougherty  Community  Centre 舉行，請同工務必準時參加。 

7. 雪梨台福基督教會陳文禮主任牧師將於下週主日（1 月 11 日）蒞臨本

堂證道，下午在恩典堂，歡迎邀請新朋友參加。 

8. 上週教會收到一位姊妹 AU$5000 的特別奉獻，這位姊妹對植堂和將福

音傳給需要的人有負擔。這筆奉獻會歸入教會的建堂基金用於植堂。 

9. 北區週間禱告會地點將從下週三（1 月 14 日）起暫時改為譚瑾妮姊妹

家，地址：503/2-14 Victor Street，Chatswood 2067，時間不變，歡迎弟

兄姊妹積極參加週間禱告會。 

10.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聚會地點將從本週起改為曲世強夫婦家，地址：34 

Beecroft Rd，Beecroft 2119，聚會時間不變，詳情請參週報夾頁。 

11. 全教會聖經禱讀《馬可福音》已開始，禱讀本$5/本，請向小組長購買。 

12. 肢體代禱 ：  

a. 為假期返鄉探親度假的兄姊禱告，出入都有神的保守！ 

b. 請繼續為李牧師夫婦和林恩惠牧師有健康的身體和得醫治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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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眉 
但以理 

職青 

星語 

家瑋 

但以理 

職青 

以馬內利 

家庭 

儒懿 

海雲 

曉嵐  

克黎  

添福 

林眉 

黛莉 

秀貞 

昌敏  

布哲 

下週 潘若驊 
巴拿巴 

職青 

星語 

詠翔 

巴拿巴 

職青 
雅各學青 

儒懿 

瑞珠 

季人 

添福 

筱娟 

黛莉 

道平 

朗詩 

建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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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9 -- 32 11 -- $6908 $50 

恩典 67 18 -- 14 9 -- $2047.50 $110 

含什一奉獻 26 筆；特別奉獻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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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4 日 (日) 馬可福音 2：1-12 

1 月 5 日 (一) 馬可福音 2：13-17 

1 月 6 日 (二) 馬可福音 2：18-22 

1 月 7 日 (三) 馬可福音 2：23-28 

1 月 8 日 (四) 馬可福音 3：1-6 

1 月 9 日 (五) 馬可福音 3：7-19 

1 月 10 日 (六) 馬可福音 3：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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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 

學青 

約瑟 

少年 

新年休假 

本本週週背背誦誦經經文文     馬馬可可福福音音  22：：2211--2222  

沒有人把新布縫在舊衣服上，恐怕所補上的新布，帶壞了舊衣服，破的就更大

了。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恐怕酒把皮袋裂開，酒和皮袋就都壞了，

惟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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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親親&Shirley 2014 滿有神的慈愛、憐憫與恩典同在/李多 和國內親

友有美好的時光/淑莹 全家結束愉快之旅順利返回悉尼/林眉 主親

自觸摸福江和俊豪的心、得著他們信靠順服神/红琅 家人 2014 平安

順利健康快樂。 

代禱：淑莹 2015 家人們的身體、事業、財富都在主的恩手中，諸事順利

心想事成/李多 新的一年主內家人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林眉 新年蒙

恩同心事奉永活真神/親親 未信主的家人能真認識主好走正確的路

/Shirley 身體早日康復忠心事奉。 

中區以諾家庭小組（地點：南俊峰家）   : 0435-252-277/週五晚 7：30 

感恩：組員有美好的假期/神垂聽 Jenny 禱告/神差派天使來陪伴 Alisa 度過

一個愉快的節日/Don 夫婦渡過美好紀念日，朋友幫忙照顧小孩/Fang

小家假期平安喜樂。 

代禱：組員假期出入平安/大家新的一年有新的恩膏,新的祝福/神安排

Nancy 合適的學校，Jenny 簽證，Johnson 來澳洲事宜都順利/Walter

上海房子能順利賣出,工作簽證盡早拿到/Don 小家回國準備事宜順

利/Fang 父親上海的房子盡快售出。 

中區信望愛家庭小組(地點：張漢章夫婦家): 0430-283-131/週五晚 7：30 

感恩：Linda 兒子已考上悉尼大學/Harvey&Beryl 腹中寶寶平安，有媽媽每

天悉心照顧/Lang&雅芳&Terry 有一個愉快的假期和家人一起/Joanne 

寶寶健康/Kenny&Peony 假期開心且可有更多休息。 

代禱：Linda 求神看顧家人去中國及其他城市平安/Harvey&Beryl 願寶寶順

利出生，Beryl 與寶寶健康/Lang  Aadi 能為考 HSC 做好準備/雅芳 明

年一切順利/Joanne 寶寶順利成長/Terry 求主賜智慧在裝修上並能

完成/Kenny 預備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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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巴拿巴職青小組（地點：曉晨家）   : 0433-721-868 /週五晚 7：30 

感恩：Simon Claudia EmilyL 有愉快的假期/Shirley 每一天喜樂/EmilyW 2014

没有遺憾/Jade 豐盛、感恩的 2014/Hallie 假期吃到很多好吃的。 

代禱：Simon 新的一年緊緊跟隨神/Claudia 求神預備前面的道路/EmilyL 

喜樂的心/Hallie 新的一年有更多驚喜/Shirley 求主擴張我生命中的

每一個領域/EmilyW 2015 再接再勵/Jade 充滿希望的 2015、家人健康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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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Licca 神在 2014 年的保守與恩典/Wendy 見到老朋友/Maggie 神帶

領 2014 年恩典滿滿/Nicole 聖誕節學生一家三口決志，2014 上帝滿滿

的恩典/Raymond 2014 經歷神的同在/春蕊 聖誕旅行愉快/Shanshan 收

到很棒的聖誕禮物/Michael 2014年恩典滿滿，超乎所求所想/小玉 2014

年恩典滿滿/Agnes 神不斷的把喜樂加添在我生命當中/Teresa 2014 很

開心，新年快樂，跟家人過。 

代禱：Licca 下週主日敬拜有神的同在/Wendy 所有的家人和朋友新的一年

都蒙恩/Maggie 神繼續帶領 2015年的人生方向和教會的方向/Nicole 15

年植堂順利，給更多人傳福音，帶更多人信主/Raymond 2015 工作突

破，家庭和睦，得子/春蕊 堅持複習不偷懶/Shanshan 新一年方向求主

帶領/Michael 2015 年更多走在神的心意當中/小玉 神帶領 2015 年的方

向，更加包容/Agnes 背傷痊癒/Teresa 有個平安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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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 giving : new friend Kate joined sunday school. 

Prayer : children can remember all that was taught during this seasons Sunday 

school class and have a safe and happy holidays.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地點：世強夫婦家） : 0411-652-060/週六晚 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