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太 14:22-33                        講員: 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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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職青 聯合      

二、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林品君 姐妹 

三、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四、以宣教見證來敬拜             丁建元夫婦 

五、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蘇輝 牧師  

講題：風暴中隱藏的祝福 

經文：馬太福音 14:22-33 

六、以回應詩歌來敬拜 

七、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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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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暴中隱藏的祝福 

 

A.耶穌來…: 
i. 夜裡四更天 

ii. 耶穌在海面上走 

iii. 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 

 

 

 

  
B. 風暴是神試驗的方法.  

i. "是我"耶穌.v27 

ii. "不要怕" 

 

 

 

 
C. 暴風試煉信徒. v28-29 

i. 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ii. 主啊,救我. 

iii. 風就住了. 

iv. 船上的人都拜耶 穌.v33 

 

  

 

小組討論: 

1.請問有什麼可以幫助你勝過恐懼？ 

2.請問當你走過人生的風暴時,有什麼具體的信心行為？ 

3.請問你思想有什麼㑹讓你產生懷疑, 動摇你在耶稣裏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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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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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宣教網絡已於上週舉行短宣差派禮，短宣隊將在 2 月 15 日到達台灣高雄

參加天國文化後即開始短宣，請兄姐持續為短宣隊代禱，使短宣服事能與

主同工、同行，在愛裡合一，經歷神的大能 

4. 一連六堂的認識耶穌班 6-2 課程，將於今天主日後 12 點半開始上課，並請

參加者的小組長或小組同工陪同上課。欲在 4 月家庭營受洗的兄姊務必參

加全部課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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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日開始報名，請向小組長領取報名

表後，填寫及繳費。報名費為: 13 歲以上$160；6-12 歲$140；3-5 歲$50； 

3 歲以下免費，並請為營會籌備及報名代禱。 

6. 本週為面對面禱讀週，週間禱告會及小組聚會改為面對面禱讀；從 2 月份

開始，西區復興禱告會地址，重新回到 Amanda 姐妹家，地址為 82 Lovell 

Road, Eastwood NSW 2122 歡迎兄姐積極參加。  

7. 本教會聖工執行委員聯合會議已於上週順利舉行；聯合同工會將於本週六

（2 月 6 日）下午 1 點在 Chatswood Dougherty Community Centre 舉行，請

同工務必準時參加。 

8. 肢體代禱：翁玉娥 1 月 28 日至 2 月 28 日回國及參加短宣，期間西區財務
代理人為蘇碧爽、主日崇拜代理人為陳聖惠。請為返鄉探親,度假的兄姊
平安代禱！ 

 

 

1. 晨光關懷協會主辦粵語親子講座:如何培育一個合作的孩子，於 2 月 19 日 (星

期五) 11:00am – 1:00pm， 地點在 2nd Floor, 627 George St, Haymarket NSW 

2000，免費入場，自由奉獻，座位有限，須預先報名。 

2. 澳洲家庭更新協會於 4 月 23~25 主辦 “恩愛夫婦營” ；於 6 月 11~13 主辦 “夫
婦進深營” ，現已接受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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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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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 陸儒懿 
西區  

敬拜團 

李傑 

家瑋 
PA 耶利米職青 

昌敏 

海雲 

一家 

一道菜 

林眉  

雪薇 

天翔 玥含 王越 

金银 柏凯 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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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10 19 中區 

16 

23 11 97 $1,172.0 -- 

恩典 85 13 9 21 7 60 $4,060.50 -- 

主日所收奉獻金額不含網絡轉賬。含什一奉獻 21 筆；短宣奉獻北區 5 筆 $203.5、西區 3 筆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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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日 (日)    馬太福音 13：  1-23 

2 月  1 日 (一)    馬太福音 13： 24-43 

2 月  2 日 (二)    馬太福音 13： 44-58 

2 月  3 日 (三)    馬太福音 14：  1-12 

2 月  4 日 (四)    馬太福音 14： 13-21 

2 月  5 日 (五)    馬太福音 14： 22-36 

2 月  6 日 (六)    馬太福音 15：  1- 9 
  

 
 
 

v30 只因見風甚大，就害怕，將要沉下去，便喊著說：主啊，救我！ 

v31 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為什麼疑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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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 7 12 10 19 6 16 7 4 

本本週週背背誦誦經經文文         馬太福音  1144::3300--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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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田弟兄来到小组/Shirla 感谢一切都有神的供应/弟兄姐妹渴慕神的

话，小组聚会充满喜乐 

代祷：求神保守彭牧师回台湾出入平安/外出的弟兄姐妹们出入平安/求神医

治小组软弱的肢体，让他们可以尽快恢复健康/孩子们要开学了，求神

赐他们智慧让他们学业进步/Sharla:移澳首兩個月過去了，開始想香港

家的一切，由職埸人士轉為家庭主婦，信心和耐心求神帶領，新家庭

的融合求神加力和保守，求神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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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琅  和家人结束美好旅行顺利返回悉尼/海芸 假期过得充实/李多 和
小组兄姐一起派单张传福音/亲亲 在上海虽有寒潮仍有健康的身体/淑

莹 与家人有美好相聚顺利返回悉尼。哈利路亚！ 

代祷: 红琅  孩子们新学年有新气象/海芸 小孩们很快适应新学期/李多 有充沛

的经历迎接新学期的工作/亲亲 求圣灵动工给公公和小叔愿意寻求真

理的心/求主继续开启家公属灵的心活在主爱中。求主垂听！ 

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地點：瑾妮家）     : 0401-890-474 /週五晚 7：30 
感恩：Katelynn 過得很好，聖靈同在/Julie 受傷經歷天使們的幫助以及神奇

妙的醫治/Brenda 空氣，雨水，四季/Yvonne 回雪梨快速回到平常的步

調/Litty 小組員們派發完所有新春佈道會的單張/Deborah 各方面都有

主保守帶領/Peter 在紐西蘭遇到好久不見的朋友並有很好的交流，在神

的保守下找到代課老師 

代禱：Katelynn 下週六晚上友會的傳福音給家人和親戚朋友，讓他們早日信

主/Julie 前室友解決房屋租賃問題，有機會經歷並認識神/Brenda 找一個

錢多事少離家近的工作，福音遍地，在地上如同在天堂，第一次伴唱不
要破音/Yvonne 時間管理，親近神/Litty 親戚在雪梨的行程一切順利

/Deborah 順服神在每件事上的心意/Peter 中文學校新的學期開學順

利，懂得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工作中有屬神的智慧，家人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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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願意在工作上給予機會/Emily 假期很開心/Macus 上班有很
多不同挑戰 /王越 周末跟小组员一起发新春布道会的宣传单  

代禱:Eunice 身心靈健康/Emily 買便宜的機票/Macus 有智慧去分配好作息時間

/王越 在机场顺利退税 

 

 

           1503 宣教網絡 2016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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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羽毛球拿了女子冠軍，免費獲得一頓飯／Nick 國慶日小

組活動愉快有平安／Cecilia 小組羽毛球很愉快／Siying 周圍的好朋友

／Claudia 短宣義賣得到兄弟姐妹大力支持／Lin 跟小組一起度過了愉

快的假期／Eddie 小組羽毛球拿了男子冠軍，免費獲得一餐飯 

代禱：Valerie 工作面試一切順利，有神的智慧和保守／Nick 找到合神心意

的工作／Cecilia 生活上保持平安喜樂的心／Siying 工作生活有神的帶

領／Claudia 求神賜智慧準備短宣／Lin 處理問題有智慧，可以全面周
到的思考／Eddie 有智慧的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問題，保持一個平安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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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放假了/Sarah 睡眠質量變好/Sunny 確定回台灣日期/Ben 上完課

了，弟弟要回悉尼/Chris 上班順利/David 生活充實/Howell 考完兩個試

了/Jasmine 收到 offer/Emily 這禮拜不錯/Ronsie，Yoyo 睡眠質量好

/Louise 生活充實，過生日很開心/Kelvin 順利回澳洲/Jacky 要回台灣了

/Cindy 大家讀經禱告比較多，小組員去禱告會/Han 這禮拜很充實

/Michael 和家人朋友關係好 

代禱：Jason 找到工作/Sarah 短宣順利，工作有智慧，找到房子/Sunny 回台

灣的預備，論文成績/Ben 考試，有時間與弟弟相處/Chris 睡眠和時間

管理/David 工作有智慧/Howell 父母順利來到悉尼，家人身體健康，考

試順利/Jasmine 拿到合適的 offer/Emily 工作，小組有智慧/Ronsie 家人

健康，時間管理/Yoyo 工作順利/Louise 考試/Kelvin 時間管理/Jacky 咬
字清楚/Cindy 短宣預備/Han 睡眠質量和時間管理/Michael 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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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洁 新朋友愿意参加认识耶稣班的课程。/Judy 小朋友们有一个充实的假

期。/Parry 老蒋的帮忙解决冲凉房的漏水问题。/Lynn 小组不少新朋友。

/Suki 主一直带领我们一家前行和满满的恩典。/倪瑞 能每日发经文，学
习主的话语！  

代祷:郑洁 求主挪去一切的拦阻，让新朋友更多认识你，坚定信心。/Judy 求主

继续代领 Gibert  和 Anthony 的前面的道路，加倍他们的智慧和能力！

/Parry 前面的工作变化有主的带领与保守。/Lynn 求主保守并医治妹；新

朋友能坚持来小组并得到造就，求主使用慕道班祝福各组的新朋友。

/Suki 复习过程中有主同在和 2月 20日雅思考试顺利拿到 4个 6。/倪瑞 求
主保守妈妈回国的旅途一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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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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夫妇非洲短宣平安歸來，有滿滿的收穫及感動，也謝謝兄姐們

的代禱 將榮耀歸給神/Jasmine 一家平安归来/ 

今年第一次小组聚会全家大团圆，有美好的分享/新朋友 Jane 来參加小
组/Jane 和先生報名参加慕道班。 

代禱：願主的恩典，上帝的大能降到贺建国身上，使他病得医治，平安度过

下一阶段的化疗和手术。 

願主與賀先生夫婦同在 親自安慰他們的心 賜下最好的醫生照顧賀先

生/毎個家庭中的難題或需要，神都在其中掌權行奇妙大事/求神幫助

Jane 和她先生被圣灵感动认识耶稣，求神使更多的人心归向祂坚固澳洲
的婚姻法（natural marriage），为 Angela 预备合适的工作环境，求神保守

孩子们的身心灵和学业。 

中區雅各學青小組（地點：曉慧辦公室）   : 0420-983-634/週五晚 7：30 
感恩:雅维 生日收到很多祝福，妈妈顺利回国，房子有了着落，慕道班开课。

Ivy He 每天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很开心。Gwen 生活充实美好。Brenda 家

里的番薯叶祷告后菜虫都不见了，Edmund 奶奶车祸受伤的地方好的很

快,新朋友Millie来到我们当中。Millie 周五祷告后胃部变得很舒服。Rose 

家庭和睦。Shuo 学会做菜。Cindy 一切平安。Ivy Zhang 学生保险顺利
延期。 

代祷 雅维 学业顺利，家人和自己灵命都能成长。Ivy He 身体健康，控制饮

食。Gwen 睡眠质量变好，科目二可以顺利通过。Brenda 坚持运动，新

春团员饭很多新朋友可以被神的爱感动。Millie 希望考试顺利，恢复以

往很好的睡眠。Rose 爷爷身体健康。Shuo 新学期开始前找到有意义的

事做。Cindy 回家的日子快点到。Ivy Zhang 工作顺利，高效，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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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參與更多服事/M&T 時差恢復/Ian 禱告經歷神/Allen 堅持

鍛鍊/小玉 很忙很充實/珊珊 好好吃早餐  

代禱：珊珊 做事有效率/小玉 調整狀態&短宣預備/Allen 睡眠質量提高/Ian 

新春敬拜安排完善/M&T 短宣回國順利/春蕊 學習上加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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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主日學充滿歡笑喜樂。 

代禱: 祝願天父的慈愛常與小孩們同在, 幫助小孩們勇敢面對錯誤和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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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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順利開工了，找到合適的 TAFE child care 課程,即將參加二月

份的公民考試，買到合適的冰箱，Jenny 和 Kent 幫助我們借用冰箱 

; Jenny 假期美好幸福; 周燕 女儿雅维不仅找到了自己合适的房子，还

把原来的房子顺利找到接租的人，以至于减少了许多麻烦，能顺利回国，

也能安心女儿在澳洲的生活; Candy 有 Ally&Joe 的启发，快速找到小组

敬拜歌曲, 千万有个美好假期; Adele 恩典以諾大團園齊上陣，同心派發

單張; Sheen 按摩椅顺利送到家，圣诞忙季安然度过。 
代祷：Adele 神亲自使用每张发出去的单发，感动人心，吸引新朋友来

参加新春布道会; Candy kent 更有智慧做好一家之主。千万学习更多智

慧； 周燕 女儿的新房东好，有安定的环境，更好的学习和生活；Jenny

回悉尼一切平安顺利;Ally Joe的工作方向，霓熹健康成長; Sheen Fang 做

感恩见证 ,很好地面对接下来的淡季，不灰心，不沮丧，不急躁, 投资

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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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ey 工作中遇到棘手的問題有平静安穩/Lang 順利的搬家/Penny 神

在醫治小暉/Beryl放假有美好聚餐和家庭時光/Peony&Kenny師傅協助家

居換地板及裝修在合宜價錢內快捷順利完成/Simon 禱告會中被聖靈充

滿/Linda 小組是温馨的家。 

 代禱﹕Harvey 主賜智慧解决工作中的難題與開道路/Lang 兩個孩子申請學校

順利//Beryl 学車順利平安，有智慧和愛心跟家人相處/Peony&Kenny 搬家

順利/Simon 服事上有更多智慧/Linda 為孩子們第一個學期快樂學習，為
新的工作加油添力，一切交托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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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有机会知道这麽多從 17 和 18 世纪的科學家始祖原來都是敬畏神的

人。 

代禱：愿孩子一天比一天更認識天父的愛，向神更多敞開自己，接受從神而
來更多的浇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