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王下 5:1-5, 14-17                    講員: 高永壽牧師 

 

 

 
               

  

 

 

 

 

 

 

 

 

 

 

 

 

 

 

 

 

 

 

 

 

 

 

 

 

 

 

                                                                

 

 

 

 

 

 聚會時間表   

週 

日 

禱告會 

10:00-10:30 

大禮堂 

主日崇拜 

10:30-12:00 

大禮堂 

兒童主日學 

10:30-12:15 

教室 

培育系統 

12:15-14:00 

教室 

週
間 

神蹟之夜 

Chatswood Dougherty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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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異象：建立充滿真愛與能力的門徒教會, 完成 1503 植堂宣教的使命 
  Our Vision: Building Churches with Disciples Full of God’s Love and Power to fulfil 

 The Great Commission through 1503 Miss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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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鈞莉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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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裡的改變 

改變是不容易的，卻是重要，是聖經的教導，也是以聖經的原

則為基礎。箴言 19：20： ｢你要聽勸教，受訓誨，使你終久有智慧。」

這經節給今天信徒有很大的提醒。我們是否經常靠著神恩典去改變

生活，力求符合聖經的標準，成為神喜悅的子女呢? 同時，基督徒同

工向我們提出勸告，我們是否採取正面的回應呢？ 

 

1.  

 

 

2.  

 

 

3.  

 

 
 

 
 
 
 

小組討論： 

1. 請分享信徒要改變的基本原則有那些? 改變的挑戰又有那些呢？ 

2. 你認為在服事及生活中有什麼事需要改變使神的名可以得榮耀、

神的國可以得擴展呢？ 如：態度、習慣或言語行為方面？ 

3. 我們如何能幫助他人或教會改變更蒙神喜悅呢？ 

 

主日崇拜 程序 

一、 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若驊   世民 

二、 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三、 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李安琪姐妹 

四、 以感恩見證來敬拜           謝俏敏姐妹 

五、 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高永壽牧師 

講題：恩典裡的改變 

經文：列王記下 5 :1-5, 14-17 

六、 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七、 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李守博牧師 

八、 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http://www.1503.org.au/
https://wol.jw.org/cmn-Hant/wol/bc/r24/lp-ch/1102002075/1/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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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英文同步翻譯器，請至影音桌領
取。歡迎新朋友會後 12:15 於對面小教室參加 C1 福音小組，福音小組
備有午餐，請慕道友享用！ 

2. 歡迎雪梨華人宣道會希伯崙堂高永壽牧師蒞臨證道，下午將在恩典堂，
願神記念他的辛勞！ 

3. 本堂將於 8 月 20 日(下週日)邀請邵海東牧師證道，上午在北雪梨靈糧
堂，下午在恩典堂，歡迎邀請新朋友前來參加！ 

4. 恭喜母堂中壢王桂華牧師抗癌成功，在台舉辦生命分享、感恩音樂會，
並出版新書「哈！我撞見癌了」為主做見證。詳情請參公佈欄。 

5. 本堂神蹟之夜將在 8 月 16 日（本週三）晚上 7:30 在 Chatswood Dougherty 
Centre 舉行，主題是"呼求復興''，歡迎弟兄姊妹積極參加，同心敬拜禱
告點燃復興的火！ 

6. 為便於教會禮物分贈及關懷牧養，鼓勵已符合家人資格但未登記的兄
姊請盡快洽小組長填寫『1503 家人制表』，並交教會秘書。竭誠歡迎每
一位都成為我們的家人。家人制表格請小組長到行政桌拿取。 

7. 本堂今日將發放區長和小組長補助金，感謝同工們齊心擺上服事，願主
賜福他們的辛勞。 

8. 本堂 C2-7 成長班今日 12:15 於對面教室上課，祝福學員們在課程中領
受神滿滿的祝福。 

9. 本堂生命培訓學院現招聘校長，歡迎生培或神學院結業、有服事熱情並
願意委身的兄姊前來應徵。本堂仍有半職教會助理的職缺，歡迎英語能
力強，有長期服事心志的兄姊申請。請將簡歷發至教會信箱，截止時間
今晚 9 點。工作職責請參公佈欄。 

10. 肢體代禱： 
a. 感謝讚美主及大家的禱告！張咏紅姐妹的母親有驚無險，已經穩定

在醫院恢復當中。求神保守張媽媽早日康復出醫。 
b. 李牧師的血球及免疫力雖然仍舊偏低，但是癌指數已經降到五百多，

離正常值 20 已經不遠。願神賜福保守李牧師快快恢復健康。 

 

a. 感謝大家代禱！執政黨繼續堅持道德的底線，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婚
姻之底線。政府將於 9 月 12 日寄出投票問卷，所有人必須在 8 月
24 日前註冊投票。如果還沒註冊投票權，或者改了地址沒有通知選
舉部門，請立刻行動！繼續代禱全國能堅守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 
註冊投票：www.aec.gov.au/enrol   改地址：https://goo.gl/3eiHFm 

b. 請為中國四川省九寨溝地震的救援工作、安慰災民的心、災後的重
建代禱。 

 

會前禱告 
主領/ 
伴唱 

音控/ 
助手 

投影 主日         
招待  
場地 

兒童 茶點 點奉獻 關懷 

本週 善宜 
若驊 
世民 

宇煦 
蒙蒙 

伽憶 
曉柔 
劉琳 

但以理 
職青 

浩鋮  
舜偉 曉滔 

曉嵐 
志杰 

林眉 
筱娟 

王越 

下週 曉慧 
子榆 
乃深 

李傑 
浩鋮 

琳堃 
弘道 
王惠  

房角石 
學青 

昌敏 瑞珠 
桂珍 
佩麗 

王越 
鵬帆 

永鏘 

 

 主日 

崇拜 
兒童 禱告會 

小組 奉獻金額 

組數 人數 主日 建堂 感恩 

北雪梨 140 16 28 9 83 $3,345.45 
$309.25 -- 

恩典 75 18 28 9 82 $4,263.40 

奉獻金額包含網絡轉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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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3日(日) 列王紀下  23 

  8月14日(一) 列王紀下  24 

  8月15日(二) 列王紀下  25 

  8月16日(三) 以斯拉記  1 

  8月17日(四) 以斯拉記  2 

  8月18日(五) 以斯拉記  3 

  8月19日(六) 以斯拉記  4 

 

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沒有神。 

多加 
永青 

以馬內利

家庭 
路加 

職青 

但以理

職青 
耶利米 
職青 

以賽亞 
背包客 

雅各&房角石 
學青 

JJ 少年 
聯合 

15 7 8 9 15 17 福音出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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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背誦經文   王下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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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恩典家庭小組（地點：西區教會）        : 0411-652-060 /週六晚 7:30 

感恩： William 感冒咳嗽已經好了，謝謝愛心羅漢果的功效和代禱/Adele 感恩

Huey 上班路上車胎被劃破，但神保守安全到公司，在等待換備胎的時

間裡，和基督徙同事有美好交通，大受激勵/Cindy 平安又充實的一周。 

代禱： William 碧爽回台灣看顧我的母親，願神保守他一路平安，回台灣之後

照顧婆婆的一切事情也盡都順利/Adele 流感季節，許多人生病，求主

醫治身體不適的弟兄姐妹盡快康復/Jane 希望孩子們每週都能親近主，

學習聖經，在主裡充滿喜樂、自信、平安。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地點：嚴祥芬家)        : 0430-132-883 /週五晚 7:30 

感恩： Parry 感恩工作中經歷神的信實和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使人敬畏的神/金

梅一切順利/Amanda 透過研讀神的話語，聖靈的感動與交通提醒帶領

我的生命/Lynn 感恩上認識聖經課有得著。 

代禱： 求主繼續保守澳洲的婚姻法，讓澳洲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也求主保守

看顧四川，讓地震災區的救災一切順利平安，傷亡減少，救出更多人

/Amanda 主保守每個家庭家人都全心倚靠獨一的真神，仰望祂的應許

/Lynn 求主幫助大家一起學習從神支取力量，求主保守媽媽申請移民妹

妹申請入籍順利，爺爺下一期化療順利。 

西區喜樂家庭小組（地點：趙玲家）         : 0430-123-197 /週四早 10:30 

感恩： 鈞莉傳道來到小組分享神的話語，弟兄姐妹們受益匪淺。 

代禱：求主保守亞男國內一切事宜的處理在主的旨意中，保守國內外姐妹們

的身心靈健康！ 

西區和散那學職青小組（地點：秦玉家）      : 0424-671-987 /週五晚 7:30 

感恩： Agnes 工作有神祝福，朋友來澳玩/小玉 讀經有收穫/段段 有面試機會 

/珊珊 堅持健身/Daniel 生病來得快去得快。 

代禱： Agnes 工作和時間規劃有神的帶領，朋友和 Daniel 身體康復/小玉 爸媽

來悉尼順利/段段 相信神的時間/珊珊 好睡眠/Daniel 時間分配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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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地點：杜昌敏家）       : 0468-765-117 /週三早 10:00 

感恩： 歡迎徐可耐及閉美蓮參加小組聚會/天佑 雖在小組中第一次帶領敬拜

詩歌，即有帶領恩賜的表現/大家都有共識，國家的復興即從個人及家

庭開始，不但要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也要過敬虔得勝的生活/幾位姐

妹愛心的參加了安息禮拜。 

代禱: Annie 安息主懷，求神親自安慰家屬憂傷的心/桂珍與女兒到 Tasmania

渡假，保守他們平安回來及享受美好短暫的假期/求神在澳洲掌權，使

執政者能帶領百姓行真理/回國的小組家人有智慧的向家人傳福音。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彭怡家）       : 0411-124-287 /週五晚 7:30 

感恩： 親親 目前有五位慕道友願意決志信主/李多 感謝主的保守及兄姊辛

勞照顧，母親腿傷後可以下樓活動/Penny 凡事都是最好的安排/Carmen 

全家團聚生活親近神贊美主恩/Hannah 初中同學在新加坡透過朋友圈

福音信息走近教會認識主。 

代禱： 親親 求聖靈繼續工作催逼未信主家人回轉歸向主/李多 求主堅固信

心耐心等候神帶領，突破一切困撓/Penny 8 月 15 日出行美國一切順利，

克服時差問題/Carmen 丈夫身體得主醫治早日康復痊癒勝過從前，求

聖靈時刻充滿教會兄姊/Hannah 求主聖靈極大澆灌家族人回轉到主面

前認罪悔改信靠主。 

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地點：Dougherty Centre）  : 0430-274-285 /週五晚 7:30 

感恩： Dillon&Litty：神的豐盛供應，天氣晴好/Sarah bank holiday 有好休息/Peter 

工作計畫持續順利推動/Mandy 身體恢復，各種事情的安排。 

代禱： Dillon&Litty 大家身體健康，工作和服事更有智慧/Sarah 與上司相處，

工作有智慧，時間管理/Peter 身體健康，工作與服事上有來自神的亮光

與智慧/Mandy 親人朋友身體健康，接下來的工作和生活方向有神的眷

顧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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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歡迎新朋友到主日學。 

代禱：小孩唯喜愛真理，不喜歡不義。保守新朋友快快融入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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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耶利米職青小組（地點：潘若驊家）        : 0415-668-238 /週四晚 7:00 

感恩： Val 爸媽順利到家，我們有一個愉快的相處時間/Dia 表妹來主日學很

開心/Nick Peter&Martha 平安到家，澳洲生活舒心/Mandy 加入創作團隊

/Sarah 學習生活兩不誤，感恩朋友來澳旅行開心 /Helen 生日快樂

/Mandy 有勇氣送出申請表/Abrren 家裡人生活快樂。自己開學學習順

利。球隊默契提高/Ronsie 媽媽快來了/Ceci 放假了/Eddie&Jasmine 婚禮

籌備順利。 

代禱： Val 爸媽快點回來/Dia 福音的種子種進每個人的心中/Nick 週年慶視

頻製作順利，有新意/Sarah 求主帶領前方的道路讓自己可以清楚認知

到/Helen 考前復習有準備，論文過關，老爸來悉尼一切平安/Mandy 爸

爸生病早日康復家人身體健康/Abrren 自己學習更有計劃，找工作有能

力/Ronsie 睡眠和家人健康/Ceci 塔斯之旅平安看到極光/Eddie&Jasmine 

老公工作不用太忙碌。 

北區路加職青小組 (地點：7/1 Cambridge Lane) : 0423-558-979/週六下午 4:00 

感恩：Linda 神賜予新工作平台/Alex 感冒發燒幾天就好了。 

代禱：Linda 現在工作的 handover 可以進行的成功順利/Alex 同事工作有效率。 

北區房角石學青小組（地點：Mosaic Centre）    :0402-873-080 /週六下午 6:30 

感恩： Emily 一週充實/越越 查經有亮光/Marcus 羽毛球活動反應熱烈/Eunice 

和芳芳聊天得著很多。 

代禱： Emily 凡事有智慧/越越 有好的靈修生活/Marcus 脾氣 妹妹前途 盡快

適應大學 生活有規律/Eunice 找到可以開小組的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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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yl 身體不適有媽媽細心照顧/Lina 神的公義彰顯，之前入室行竊的罪

犯已被抓到，媽媽平安抵達悉尼/Sandra 生活很忙碌但是比以前多點喜

樂/Peony 安排時間有序。 

代禱： Beryl 求主保守緩解孕期不適，加添體力/Lina 獨自帶兩個孩子坐飛機回

國，求主保守一路平安順利/Sandra 求神賜更多智慧當妻子，母親和兒

媳婦。為中國四川九寨溝地震救援禱告，求神幫助把死傷人數降最低

/Peony 為 Asher 入讀哥哥同一所學校，求主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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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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y 朋友順利抵達。有美好的聚會/Jenny 與家人團聚/周燕飛機沒有

延誤平安而順利到達，謝謝大家代禱/Ally 每天都有新的學習，霓希開

始睡自己的小床，週末搭了雙層 bus 參觀公車博物館，美國旅遊的住

宿全規畫好了。 

代禱： Ally 霓希每天平安健康/Jenny 有智慧向家人朋友傳福音；Nancy 有時

間鍛鍊身體，學習生活安排合理；悉尼的親人們身體健康；Johnson 公

司業務發展/周燕 yawei 重燃渴慕對福音的追求，今後的一切都靠神的

引領/Candy 千萬學習更多智慧。求主保守祝福我們家，所有家人們健

康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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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暄評 工作無壓力/David 身體健康/Cindy 與朋友相聚愉快/Edmund 福

音出遊有很多新朋友參加/Rose 福音出遊順利邀到新朋友，媽媽有了一

顆尋求主的心/Brenda 福音出游來了許多新朋友，大家有美好的時光

/Chris 生活充實/Ivy He 發現了自己很多不足/Miya 姐姐感冒好了/芷韻

跟室友的關係更深，以及朋友的關懷/Gwen 身體恢復健康感冒咳嗽得

醫治。 

代禱： 暄評 完成小目標有神的帶領/David 時間管理/Cindy 工作專注有智慧

/Edmund 新朋友能更多認識神，工作有智慧和足夠的能力/Rose 妹妹的

情緒，家人的平安，學業的順利/Brenda 跟新朋友有更多建立關係的機

會，求神親自帶領他們可以更多認識他自己的慈愛，良善，救恩/Chris 

畢業， 工作上的溝通/IvyHe 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向/ Miya 學習生活有智

慧時間管理/芷韻有學習的智慧/Gwen 在學習中有更大的智慧和很好

的時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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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Yuki 身體康復/Michael&Tina 買到物美價廉的東西；小組行軍禱告順利

/Maggie 買到便宜的回國機票 

代禱： Yuki 離職的同事能盡快找到工作，頭疼離我遠遠的/Michael& Tina 馨

馨好的睡眠；Tina 有充足的體力；媽媽感冒快好；Michael 公司未來發

展方向/Maggie 神帶領工作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