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使徒行傳 Acts 2:41-47               講員: 李守博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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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建元夫婦家 

Carlingford 

中區 

劉進夫婦家 

West R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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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 耶利米職青      

二、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莊桃園 姐妹 

三、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四、以受洗見證來敬拜             張敏 姐妹 

五、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李守博 牧師  

講題：1503 愛的呼召 2 

經文：使徒行傳 2:41-47 

六、以短宣差派禮來敬拜        李守博牧師及 1503 台灣短宣隊 

七、以回應詩歌來敬拜 

八、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九、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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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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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 愛的呼召 2 1503 Love Calling 2 

一、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四種反應 Four Reactions for a Born Again Christian v.42 

1. 恆心遵守教訓 Devoted to the teaching 

2. 恆心彼此交接 Devoted to fellowship 

3. 恆心擘餅 Devoted to the breaking of bread 

4. 恆心祈禱 Devoted to prayer 

 

 

 

 

二、 充滿真愛與能力的門徒教會 Churches with Disciples Full of God’s Love and Power 

1. 充滿真愛 Full of Love：v.44-45 

2. 充滿能力 Full of Power：v.43 

3. 充滿門徒 Full of Disciples：v.42、47 

 

 

 

 

三、 1503 宣教網絡教會特色  Characteristics of 1503 Mission Network Churches 

1. 小組教會 Cell Group Church 

2. 聖靈充滿 Full of Holy Spirit 

3. 門徒外展 Disciples Mission  

 

 

 

 

小組討論： 
1. 我如何清楚自己已經重生得救？有哪些反應？ 

2. 我經歷過神的愛嗎？我如何能讓小組充滿愛？ 

3. 我被聖靈充滿過嗎？我如何能經歷神蹟奇事？ 

4. 我是一個門徒嗎？我的言行舉止會讓人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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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竭誠            2016 年教會目標    重新得力     穩定拓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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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網絡將差派蘇輝牧師、莊瑞燕師母為 2016 年台灣短宣隊的領隊，共

有基督精兵 11 人領受這大使命，隊員有張子榆,賴善宜,謝思靈,陸儒懿,卜繁泰,

翁玉婷,翁玉娥,秦玉,王玉傑；今天舉行短宣差派禮，使短宣服事能與主同工、

同行，在愛裡合一，經歷神的大能。請代禱。 

3. 感謝主！感謝兄姊們愛心踴躍支持短宣隊的義賣，三次短宣義賣總得$2458.30

將會全數用以支持短宣隊。短宣隊將在 2 月 15 日到達台灣高雄開始短宣，請

兄姐持續為短宣隊代禱。 

4. 一連六堂的認識耶穌班 6-1 課程，將於今天主日後 12 點半開始上課，欲在 4

月家庭營受洗的兄姊務必參加全部課程。 

5. 本堂『從心開始 重新出發』新春團聚活動將於 2 月 7 日舉行，並邀請黃彼得

牧師上午在本堂証道，下午在恩典堂，當日本堂一家一道菜，恩典堂精美茶

點，歡迎兄姊積極邀請新朋友參加，詳情請參週報夾頁。請全體兄姊於今天

主日後預留時間，以小組為單位在 Chatswood 派發單張，感謝大家共同興旺

福音！ 

6. 全教會一年一度為期三天兩夜的家庭營，將於 4 月 8 日－10 日在 Tops 

Conference Centre 舉行，本次營會的主題為『誠心所愛』，講員為台灣真愛家

庭協會的邱維超、延玲珍夫婦，自下週（1 月 31 日）開始報名，報名費為:  

成人$160；6-12 歲$140；3-5 歲$50；3 歲以下免費，請向小組長領取報名表後，

填寫及繳費。並請為營會籌備及報名代禱。 

7. 歡迎各位兄姊積極參加週間復興禱告會！您將會經歷聖靈充滿、得著方言、

及醫治釋放服事。請攜帶聖經及當週禱告文（參週報夾頁）。 

8. 本教會聖工執行委員聯合會議將於本週一(1 月 25 日)晚上 7 點半於教會辦公

室舉行，請代禱。 

9. 1503 宣教網絡 2016 年 1 月聯合同工會會議記錄，請參閱公佈欄。 

10. 全教會聖經禱讀“馬太福音”已開始禱讀，禱讀本$5/本，請向小組長購買。 

11. 肢體代禱： 

a.巴拿巴職青小组副组長 王曉晨，將于 1 月 21 日至 2 月 25 日外出，期間小组

代理人為崔布哲，茶點部為金志傑。請為返鄉探親,度假的兄姊平安代禱！ 

b.感謝主！君慈師母腳趾砸傷，經緊急手術，已無大礙。另其大腸、結腸和

胃均只是慢性發炎，無嚴重問題。請為 2 周後小腸鏡檢結果代禱。 

晨光關懷協會主辦 2016 国語課程，探索父母成長之路：認識自我、重塑自我， 自

2 月 12 日起每星期五 10:30am~2:00pm，共七節課，費用$180 詳情請參閱公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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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善宜 
北區  

耶利米 

李傑 

張依 
俊聪 

约瑟 

少年 
海雲 

志傑  

曉晨 

林眉  

玉汝 

天翔                          

昌敏  金银 

下週 李筠嵐 
學職青 

聯合 

家瑋 

詠翔 
劉琳 

多加永青/ 

巴拿巴職青 
海雲 

桂珍  

重陽 

陳驍  

玉汝 

淑莹                

雪薇  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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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14 20 38 11 74 $1,564.25 -- 

恩典 83 14 中西區 9 15 7 49 $1,578.70 -- 

主日所收奉獻金額不含網絡轉賬。含什一奉獻 25 筆；特別奉獻 --；建堂奉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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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 (日)    馬太福音 10： 16-33 

1 月 25 日 (一)    馬太福音 10： 34-42 

1 月 26 日 (二)    馬太福音 11：  1-19 

1 月 27 日 (三)    馬太福音 11： 20-30 

1 月 28 日 (四)    馬太福音 12：  1-21 

1 月 29 日 (五)    馬太福音 12： 22-37 

1 月 30 日 (六)    馬太福音 12： 38-50 
  

 
 
 

v46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

用飯，v47 讚美上帝，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多加 

永青 

八福 

永青 

以馬 

內利 

家庭 

巴拿巴 

職青 

但以理

職青 

耶利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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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 10 11 10 -- 8 15 10 7 

本本週週背背誦誦經經文文         使使徒徒行行傳傳  22::4466--4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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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苏辉牧师夫妇莅临小组指导/欢迎新朋友 Sharon 来到小组/Sharla 拿

到临时居留签证/缪伯伯生日聚会有神的祝福，充满喜乐/弟兄姐妹们渴

慕神的话语，大家热烈参与讨论 

代祷:求神保守彭牧师回台湾一路平安，并保守外出的弟兄姐妹出入平安/求

神医治小组软弱的肢体，让他们恢复健康/求神赐我们谦卑的心，让我
们彼此建造，行出舍己和奉献的精神/弟兄姐妹们踊跃报名参加家庭营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紅琅家）   : 0488-021-999/週五晚 7：30 

感恩:Lina 可以開始練習開車； Bonnie 和小孩假期能嘗試不同活動；林眉 福

江弟兄和公婆在廈門穩定參加主日崇拜，李多 有份參與服事 

 代祷: Lina 學車練習路上平安； Bonnie 小孩調整生活節奏，預備上學。 林眉 求
主圣灵重生家人生命起兴为主发光。李多 適應新的工作時間 

北區耶利米職青小組（地點:潘若驊家）      :0415-668-238 /週四晚上 7:00 

感恩:Valerie＆Nick 家裡網絡終於恢復正常／Cecilia 收到入籍通知／Siying 

身邊的朋友／Claudia 短宣義賣得到兄弟姐妹大力支持／Amy 腳踝的

傷基本好了／Helen 复习充實／Eddie 順利結束長假期，安全抵達悉尼 
代禱:Valerie＆Nick 找到合適的工作；短宣隊的預備工作一切順利，求神賜合

一的靈在隊伍裡面／Cecilia 工作生活有神帶領／Siying 工作生活更多

神的帶領／Claudia 求神賜智慧準備短宣／Amy 求神帶領新一年的工

作和生活／Helen 考试順利，求神指引／Eddie 求神帶領新一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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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nice 公司老闆對我很好/Emily good week/Rae job offer/David 感恩假期

开心/Macus 感恩 假期充實/王越 工作有進步 

代禱:Eunice 工作以及和家人相處有智慧有耐心/Emily  parents health/Rae 前程

/David 弟弟的签证/Macus 失眠問題/王越 爸爸的肩周炎疼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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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giving: Youth has supportive family, good holiday. Vicky came as new comer. 

Charlotte and Hanley started serving in Youth group. Candy's grandma returned 

to Taiwan safely, Charlotte did well first time leading worship, Vicky found her 

lost cat, Stella had good time with cousin on sailboat.  

Prayer items: Jason and James to recover their injuries well. Safe holiday for everyone. 

JJ good and safe time at Beach. Candy future direction, Charlotte learn a lot 
from robotics and brain disease course, Vicky get rid of fleas at home, Stella's 

mum can enjoy Taiwan and look after two kids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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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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可以便宜換輪胎的地方/Yvonne 與家人朋友們度過美好時光

/Peter 吃到好吃的日本燒烤，邀到廠商參展/Kitty 時間管理的好，媽咪

買了新鞋給我/Julie 從神那裡得著能力，恢復幹勁/Brenda 有一個很熱的

夏天/Dillon 職青組長聚餐有很愉快的分享/Jinni 每天能堅持運動，父母

身體健康，室友 Emily 決定受洗，工作順利 
代禱:Litty 師母的身體蒙神保守，小組春節聚餐準備順利/Yvonne 專注神，時

間管理/Peter 紐西蘭之旅出入平安，與家人和親朋好友相處愉快/Kitty 

儘快傳福音給親戚朋友，與初中同學聚會有聖靈同在/Julie 緊緊跟隨

神，不偏離神的話/Brenda 師母身體健康，甥子有一個很好的春節假期，

找工作順利/Dillon 求神為正在找工作的弟兄姊妹預備合適的工作，能

早起鍛鍊身體/Jinni 三月回國辦事順利，養成每天運動與靈修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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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回臺灣休息/Han 和 Jasmine 參加了週間禱告會/Sunny 老闆回來

了/Jacky 肚子痛好了/Howell 完成作業/Rose 家人要過來了/Ronsie 爸媽

在雪梨/Sarah 解決了公司問題/Chris 這禮拜很多休息/David 過的充實

/Yoyo 去台灣玩了半個月/Cindy 週間禱告會大家一起參加/Emily 這禮
拜過得不錯/Louise 生活充實 

代禱:Robert 拔牙/Han 和 Chris 未來方向/Sunny 論文成績，電腦能修復/Jacky 

時間管理/Howell 家人身體健康，有好的成績/Rose 一切順利/Ronsie 家

人健康/Sarah，Yoyo 和 Jasmine 睡眠質量/David 準備上班，奶奶和爸爸

的救恩/Cindy 更好的安排時間，預備短宣/Emily 工作有智慧，五月去歐

洲 holiday/Louise 順利拿到台灣簽證 

西區喜樂家庭小組（地點：董齊夫婦家）   (: 0430-123-197 /週四早 10：30 

感恩:赵玲:牛牛眼晴好了。京燕:妈妈身体健康。亚军:在修建房子中看到儿子

的工作认真。立琴:外孙小骏茁壮在成长。雅男:儿子们都非常孝顺老人。 

代祷:赵玲:张健成就美好姻缘。京燕:保险所赔顺利。亚军:儿子未来婚姻交在

神手中，求主代领。雅男:腿的静脉曲张求主医治。立琴:牙痛求主医治，

不影响生活起居。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地點：Eastwood 社區中心）: 0413-678-968 週五晚 7:30 

感恩: Jenny 主加添小組的新朋友。/Lynn 有个愉快的旅程。/小康 看到小組充滿

喜樂與祝福。/Anson&Suki 有个愉快的旅行。  

代禱: Jenny 求主堅固新朋友的信心，釋放福音的大能與他們同在。/Lynn 感恩：
求主使用慕道班造就新朋友。/小康 全家日本旅程出入平安喜樂。

/Anson&Suki 雅思考试能取得理想成绩；求主带领房东一家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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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恩典家庭小組（地點：恩典兒主教室） : 0411-652-060/週六晚 7：30 

感恩:大家心系 William 夫妇.为他们祷告. William 碧爽平安歸來，小组聚会中

Brenda 有关于录音的感恩分享，William 夫妇有短宣的分享.鄧姐妹先生

病情化疗得到顺利进行。Jean 的车维修提前取到，神医治 Joanna，Angela
妈妈的腰痛减轻。 

代禱:求神繼續看顾保守邓姐妹的身心灵和她先生的身体；Clay 有好的休息靠

神重新得力，Stephen 全家本周度假有好时光。 

中區比撒列學職青小組（地點：繁泰家）    : 0477-182-727 /週五晚 7：30 

感恩:春蕊 旅途平安愉快/Jay 旅程平安順利/Ian 爸媽平安回家/Allen 老闆回
來不需要再上班/Agnes 旅途愉快，有短暫的工作機會/小玉 生活充實

/Maggie 短宣義賣和籌備順利/M&T 旅途平安；媽媽平安回國；Tina 腳

沒有傷到骨頭/Wendy 有媽媽在身邊/Nicole 服事有得著  

代禱:Nicole 教琴有智慧有耐心/Wendy 時間管理&信靠神的心/M&T 短宣籌

備順利；Michael 簽證申請順利；返鄉順利；家中事情神繼續掌權/Maggie 

合理安排時間，回國一切順利/小玉 時間管理/Agnes 好好安排時間，與

人溝通有智慧/Allen 睡眠質量好/Ian 新朋友可以來到教會/Jay 旅途愉

快/春蕊 感冒咳嗽盡快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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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Ally Airbnb 租客越來越多，收到許多恩典牌寶寶用品和姐妹們的愛

心;Candy 侄女在阿德莱德工作住宿环境不错/和 Joe,Ally，千千一起默契
同工/千万督促提醒我的各种服事; 周燕 女儿维维靠着圣灵的感动决定

受洗，和自己的小家长报了名，感谢大家的代祷国内的商铺也顺利出

租;Sheen 以诺新添小成员 Anna，Stephanie 分娩过程顺利,小 Joanne 非常

热爱妹妹/寿司店业绩稳定。 

代祷:周燕 23 日回国，求主保守能一路顺风平安;为 4 月份的家庭营，能感动

我老公高弟兄一起过来；Candy 侄女工作顺利，平安健康加喜乐,千万
更有智慧,万万更懂道理;Ally 家人準備哥哥婚禮滿有智慧，Joe 的工作

道路；Sheen 投资房贷款，寿司店 2 月淡季也能业绩稳定，Sheen 带话

语 Fang 做感恩见证一切顺利。 

 

 

 
 

 

 

           1503 宣教網絡 2016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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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休假養傷已好轉/ Harvey&Beryl Jonathan 身體健康很快恢復

/Peony&Kenny 忙碌中有神的恩典/Simon 美好愉快家庭時間。  

代禱:Linda 預備學校開學順利進行，為我將要上班，為家人、孩子們學業、

工作完成全心交托神一切順利/Simon 二月初去孟加拉出差/Beryl 學車平
安順利/Harvey 工作很忙求主加添體力順利完成/Kenny 預備搬家，願一

切順利/Peony 弟弟本周末跟弟婦傾談夫妻關係去向，願神施恩拖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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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新朋友到主日學 

代禱: 祝福小朋友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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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助教 Kaitlyn 細心準備遊戲和手工，孩子們學習更多感恩我們所有一切

都是從神而來 

代禱:孩子們每次能夠準時和積極參與主日學 



1503 宣教網絡復興禱告會  

2016 年 1 月 27 日禱告內容： 
一、10"感恩或禱告蒙應允分享         ﹝7：30﹞ 
二、15"敬拜及靈歌自由敬拜      ﹝7：40﹞ 
三、15"聆聽神聲音、自由禱告      ﹝7：55﹞ 
四、10"個人需要服事：       ﹝8：10﹞  
五、10" 禱讀：使使徒徒行行傳傳  22::4466--4477     ﹝8：20﹞ 

v46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

心用飯，v47 讚美上帝，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六、35" 本週禱告主題：為教會禱告     ﹝8：30﹞  

1. 為教會成員禱告 

『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

他的莊稼。』（馬太福音 9：37-38 ）  

a. 傳福音的心志：求主將傳福音的負擔天天加增在兄姊心中，保守兄姊

更多透過禱告聆聽神的聲音，明白神在傳福音過程中的帶領，有智慧的傳

福音。 

b. 委身的心志： 求主將服事的心志加添給每一位教會成員，兄姊透過禱

告明白神在自己身上的命定，發現各自恩賜，被主使用成為建立教會的一

份子。 

2. 為同工禱告：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條，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馬太福音 22:37-39） 

 a. 對主的愛：求主引領同工回想主最初的誡命與對各自的呼召，重拾自

己起初的愛，明白神對自己未來的託付，持守堅定一生跟隨主，活出討神

喜悅的生命。 

 b. 對手足的愛：求主將愛人的心放在每一位兄姊心中，每一個人都用從

神而來的愛來關心周圍的組員，用真實的行動體貼他人的需要，在各自的

服事團隊帶下凝聚力和影響力，在小組中帶下家人般的關懷。 

 
八、5"查驗分享                                  ﹝8：55﹞ 

九、主禱文結束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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