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以賽亞書 6：1-10                    講員：張咏紅姐妹   

 

 

 

 
               

 

 

 

 

 

 

 

 

 

 

 

 

 

 

 

 

 

 

 

 

 

 

 

 

 

                                                                

 

 

 

 

 

 

 

 
 
 
 
 
 
 
 
 
 
 
 

 

聚會時間表  

週 

日 

禱告會 

14:00-14:30 

大禮堂 

主日崇拜 

14:30-16:00        

大禮堂 

兒童主日學

14:30-16:15 

教室 

C1 福音小組

16:15 

教室 

C2 成長班 

16:15 

教室 

週
間 

家庭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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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所屬籃球隊 NON : 每週日下午在 Northern Suburb Basketball Association 

參加比賽，歡迎大家前往觀賽助威。諮詢何天翔弟兄 0452 598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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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 宣教網絡 

  雪梨恩典靈糧堂 
Grace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in Sydney 

 1503 Mission Network 
 

 
聚會地點: West Ryde Community Hall, 3 Anthony Road, West Ryde 

郵寄: Box 62, 5 George St, North Strathfield NSW 2137  辦公室: 217 Parramatta Rd, North Strath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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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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塞亞見異象（1-4 節） 

1. 看見神坐在榮耀的寶座上  

 

2. 看見天上的敬拜：撒拉弗服事的榜樣  

 

二、 以賽亞蒙潔淨（5-7 節） 

1. 看見自己是該死的人 

 

2. 看見自己嘴唇的不潔 

 

3. 願意悔改被神潔淨 

 

三、 以塞亞受差遣（8-10 節） 

1. 以塞亞蒙恩召 

 

2. 以塞亞艱難的使命 

 
 

小組討論： 

1. 今天教會缺少工人的根本原因是什麼？你聽見神的呼召了嗎？ 
你“肯”回應神的呼召嗎？ 

2. 你認為一個服事神的人最重要的品格是什麼？ 

3. 如果你的事奉不被人認可和稱讚的時候，你還願意繼續忠心的 
服事神嗎？ 

聖餐主日崇拜 程序 

一、 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于唐  博恩 

二、 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三、 以同領聖餐來敬拜        郭畢嘉姐妹 & 秦玉姐妹 

四、 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翁玉婷姐妹 

五、 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張咏紅姐妹 

         講題：誰肯為我們去呢 Who will go for us？ 

         經文：以賽亞書 6：1-10 

六、 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七、 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張咏紅姐妹 

八、 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九、   

 

主日崇拜 程序 

十、 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姜楠   成琳 

誰肯為我們去呢？ 
Who will go for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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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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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感謝主! 2018 年同工退修會 Taronga Zoo 一日遊已於昨日順利舉行，謝謝同工們

同心協力的安排及規劃，當天兄姐們都有美好及歡喜的旅程。  

3. 本堂將於 6 月 10 日(下週日) 舉行幸福小組差派禮，幸福小組招集人邱璽如姐

妹。祝福外展的小組，有神的智慧與能力使人得著福音。請兄姐在代禱中紀念

外展小組，一起興旺主的福音。 

4. 感謝主！中區信望愛家庭小組已分植出“生命樹”家庭小組，信望愛家庭小組

小組長為賴志德弟兄，聚會時間每週六 4:30pm，地點 Hurstville。生命樹家庭小

組小組長為劉進弟兄，聚會時間每週六 4:30pm，地點 North Strathfield 宣教大樓，

歡迎邀請新朋友參加。 

5. 2018 下半年教會行事曆已公佈，詳情請參網頁 https://goo.gl/mryQsK  

或掃二位碼。 

6. 教會辦公室地址更新: 217 Parramatta Rd, North Strathfield NSW 2137。郵寄地址: 

Box 62, 5 George St, North Strathfield NSW 2137。電話仍舊不變。 

7. 本堂 6 月每日靈糧禱讀本已置於主日行政桌售賣，請投 $2 自行拿取。 

8. 肢體代禱： 

a. 感謝主! 多加永青小組 Jessie 姐妹已於 5 月 31 日受洗歸入主名。Jessie 姐妹

將接受幹細胞移植及再次化療，請大家迫切代禱，治療過程盡都平安順利。 

b. 但以理小組陳瑞珠姐妹於 5 月 29 日至 6 月 19 日回國，期間小組代理人為

譚韌弟兄。求主保守所有出國的兄姐出入平安，滿有神的同在。 

 

課程/ 聚會 日期 時間 地點 

幸福小組訓練課程 6 月 3 日(今日) 北區: 1:00-4:30pm CHS 高中禮堂 

  西區: 9:00am-12:30pm 宣教大樓 

C1 福音小組 今日暫停 
(6 月 10 日恢復)   

C2-8 成長班 6 月 3 日(今日)  北區: 12:15pm 教會對面小教室 

  西區: 4:15pm 教會隔壁的小教室 

家庭之夜 6 月 6 日(週三) 鼓勵兄姐安排時間和家人享受美好天倫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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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芳 于唐 博恩 
冕怡
玉傑 

千千 咪咪 金梅 和散那學職青 
家敏 

燕華 昱嘉 
喜樂 

重賢
之中 

志德 

下
週 

畢嘉 于恒 玉娥 
冕怡
智幫 

千千 呂邦 翠芬 豐盛家庭 
秀如 

宜萍 嚴慈 
喜樂 

玲珍
靜文 

建元 

 

 主日 
崇拜 

兒童 禱告會 
小組 5 月 27 日主日奉獻金額 

組數 人數 主日 建堂 感恩 

恩典 92 21 17 10 84 $3,066.77 
$387.10 -- 

北雪梨 124 11 33 9 81 $6,08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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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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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日(日) 以賽亞書  30:1-17 

  6月4日(一) 以賽亞書 30:18-33 

  6月5日(二) 以賽亞書 31 

  6月6日(三) 以賽亞書 32 

  6月7日(四) 以賽亞書 33 

  6月8日(五) 以賽亞書 34 

  6月9日(六) 以賽亞書 35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信望愛 

家庭 

生命樹 

家庭 

伯大尼 

家庭 

豐盛 

家庭 

恩典 

家庭 

以諾 

家庭 

喜樂 

家庭 

比撒列

學職青 

和散那

學職青 
JJ 

聯合 

5 -- 14 11 9 7 10 9 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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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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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恩典家庭小組 （地點：West Ryde 西區教會）             週六晚 7:30 

感恩： William 初次探訪 carlingford 的 Daniel 一家五口，夫妻一兒一女及爺

爺，在肯定與鼓勵的氛圍當中，與其建立了美好關係，搭起了福音的

橋樑。 

代禱： William 幸福小組 best 名單三個家庭：Daniel 、Larry 和 James，期待在

我們的禱告裡，看見神奇妙的作為，願榮耀頌讚歸給祂。 

西區喜樂家庭小組 （地點： Gladesville）                      週五早 10:00 

感恩： 立芹 相聚 49 年的中學同學，看到了他們事業有成家庭幸福/Joyce 小

組不斷增加新朋友，彼此相扶持，活出信心的行動/雅男小組姐妹周莉，

翠玲及小鳳仙和愛玲如此的愛著小組，在神家裡的改變/趙玲甜甜牛牛

非常喜歡教會的主曰學。 

代禱：Joyce 求主保佑我的二項專科檢查/立芹 Joyce 二項檢查身體一切順利/

京燕求主醫治我身上的疾病/雅男小組己經決志的弟兄姐妹，求主保守

他們的心懷意念，出入平安喜樂，早日受洗歸主名/趙玲醫治妹妹的腿

的疼痛。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 （地點：Eastwood）                       週五晚 7:30 

感恩： 感恩： Lynn 被老公感動到/茜茜 神管教我的生命/Judy 小組是充滿著

愛的一家人/Amanda 有美好的回憶及學習，以及感動人心的主日證道。 

代禱： Lynn 求主給工作上有困難的兄姐極大的恩典和信心，讓我們靠主得勝

/茜茜 求主看顧 8 號的福音茶會/Judy 求主親自掌權和看顧 April 和

Laura 的簽證，帶領她們全家前面的道路/Amanda 分配時間工作的安排

效率有智慧/Leo 求主醫治 Daniel 的身體，讓腺樣體肥大和中耳炎的問

題離開，若需要手術，求主預備合適的人。 

 

西區豐盛家庭小組（地點：Eastwood 中心）                  週五晚 7:30 

西區和散那學職青小組 （地點：Eastwood）                     週五晚 7:30 

西區兒童主日學 （地點：West Ryde 西區教會）               週日下午 2:30 

JJ 少年小組（地點：Epping Community Centre）               週六下午 7:00 

北區兒童主日學 （地點：Chatswood 北區教會）              週日早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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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地點：Lindfield）                       週三早 10:00 

感恩：Jessie 已平安返回雪梨，全體小組家人同心及愛心在聚會中為 Jessie 爭

戰禱告，其中春蓮姐更被聖靈充滿,經歷神奇妙的同在/Jessie 於入院前

接受洗禮，成為神的兒女/歡迎可耐的表妹 Lisa 參加聚會/大家非常樂意

為主傳福音，樂意付出愛心及時間/可耐 已漸漸恢復體力。 

代禱:  迫切為 Jessie 將接受幹細胞移植及再次化療代禱，使其治療過程一切

盡都平安順利/曉蘭 妹妹曉萍的淋巴癌，能有良好的醫治果效，並恢復

其信心/ Linda 的租客問題，盡速得到解決，感冒也速得醫治/可耐 能儘

速完全恢復體力/小組家人們更有傳福音的使命及智慧。 

北區以馬內利家庭小組（地點：Chatswood）                   週五晚 7:30 

感恩： 感恩： 親親 最近可以準時下班，有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Bonnie 感謝

姐妹的禱告，兒子感冒哮喘已好。自己體力漸漸恢復/曉嵐被愛包圍，

屬世的親人，屬靈的弟兄姐妹還有同事讓我感受滿滿的愛/Carmen 感謝

主帶領讓我和兩個孩子開始有讀經禱告的生活/安蒂有主帶領全家團

聚，平靜安詳。到墨爾本旅途平安。並且客戶的要求均已達成。 

代禱：親親小組家人都可以經歷傳福音的喜悅/Bonnie 有智慧在時間管理，為

兒子安排合適活動/曉嵐李牧師有強健的脾胃可以吸收食物的營養，充

足高質量的睡眠讓身體的好細胞能得以修復，免疫力得以增強/Carmen 

一家更多時間親近，更多被神更新建立。小組團契各人身心靈健壯，

互相代禱一起為主傳福音/安蒂 求神保守，回台灣的時間裡，PR 早日

下來，盡快回來雪梨參加幸福小組，傳揚福音。 

北區耶利米職青小組（地點：Chatswood）                     週四晚 7:00 

感恩： Nick 與舊同事 catch up，大家都能找到工作的方向/Val 可以 work from 

home 收拾手上的工作/Claudia 跟家人一起好幸福/Kmen 假期安排充實

終於可以回悉尼/Cindy 台灣之旅充實愉快/Abrren 複習時間管理有智

慧& Kmen 平安回來。 

代禱： Nick 與老闆更好地溝通、崔 bb 健康成長/Val 耳鳴的狀況能改善/Abrren 

& Claudia 家人身體健康 /Kmen 平安順利回到悉尼 /Cindy 家人信主

/Abrren 球隊合一、自己球技有進步、Kmen 有美好假期/Abrren & Jay 複

習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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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路加職青小組 (地點：Chatswood)                      週六下午 4:00 

感恩： YueYue 有機會在小組帶話語/Philip 新工作有進展/Brenda 感冒好了，

旅遊安排順利完成/Ingrid 公司給予學習機會，週末愉快/Linda 神聆聽

禱告。 

代禱：YueYue 幸福小組/Philip 時間及旅行安排有智慧/Brenda 幸福小組大家

有得著/Ingrid 得到好的休息/Linda 感冒康復。 

北區以西結職青小組（地點：Chatswood）                     週四晚 7:00 

感恩： Sarah 週末和朋友相聚愉快/Ceci 和舊同事有很好的聚會/Ronsie 睡眠

有比較好/Eddie 老婆找到合適的醫生治療身體的不適/Gloria 愉悅的心

情面對生活/Simon 工作活動順利完成/Helen 阿姨們來家裡做客。 

代禱：前方工作機會和找 Mkt 工作可以有面試機會/Ceci 幸福小組順利開展

/Ronsie 家人朋友健康和救恩，工作方向，幸福小組順利/Eddie 檢查報

告一切正常，工作方向，好的心態/Gloria 請神看顧小組夥伴的身體健

康/Simon 籌備 7 月的工作，身體健康/Helen 前方道路，幸福小組順利。 

北區但以理職青小組（地點：Gordon）                        週五晚 7:30 

感恩： Jake 工作越來越有 challenge/Sarah 工作被上司肯定/Christin 忙碌一週

的工作在神的保守下順利完成/Jean 感冒好了/Beecham 有幸來到 Sarah

家工作有智慧/Peter 工作忙碌但在神帶領下一步一步有所進展，與同

事有很棒的聚餐與分享/Eric 感恩主了這麼好的教會跟小組/Linda 謝

謝主透過 Erica 跟 Danica 賜下面試機會，很多收穫/Emily 感恩好的老

闆/Dillon&Litty 工作生活上都有神的幫助/Mandy 有幸參與幸福小組，

和神更親近/Dorothy 今個星期平安渡過。 

代禱：Jake 工作有智慧/Sarah 有質素靈修生活處理事情有智慧/Christin 未來

工作有計劃地完成/Jean 回國之前工作可以安排好/Beecham 身體健康

/Peter 台灣文創澳洲拓銷團順利開幕且展覽順利，貿易媒合洽談會有

足夠的買主來洽談，參訪行程讓參展廠商有收穫/Eric 下週二面試求主

帶領祝福/Linda 工作方向求主開路/emily 前面方向/Dillon&Litty Litty

回國一切順利/ Mandy 時間管理，身體健康/Dorothy 能經歷神的愛和恩

典，充滿正能量和有自信地面對工作。 

中區信望愛家庭小組（地點：Hurstville）                   週六下午 4:30 

感恩： Kenny 完成半年實習的功課/Peony 小傷口已完全康復。 

代禱： Peony 為同事 Jovanna 家庭及夫妻關係，求主引導有智慧傳福音。小組

為推行幸福小組及邀請 Nicole 一家到教會聚會及 C1 課程，求主挪走一

切攔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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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生命樹家庭小組（地點：North Strathfield）               週六下午 4:30 

感恩： Beryl 生病有弟兄姊妹愛心代禱關心幫助神速恢復，喜樂平安有力量

/Lina Levi 的手恢復得很快/Levina 生病很快痊癒/Brenda 寶寶健康快樂，

一切順利。 

代禱:  Beryl 有智慧、耐心、愛心教養陪伴孩子們/Brenda Beryl 的帶狀皰疹可

以快快完全痊癒，Levi 手傷可以快快痊癒，Samuel 可以用奶瓶喝奶。 

中區以諾家庭小組（地點：Zetland）                         週五晚 7:30 

感恩： Candy 禱告非常重要，當你為有需要的人代禱時，神就為你有美好的

預備。感恩神垂聽禱告並且保守祝福我們的家人/Joe 家人都身體健康

/Jenny 忙碌而豐富多彩的生活。 

代禱： Joe 這幾個月的業績都可以達標，在工作裡榮耀神，兒子可以上

waranara child care /Candy 求神保守祝福翻轉復興我們每個家庭，每對

夫妻和兒女/Stephanie 妹妹可以上 waranara child care/Jenny 兄姊們繼續

讀經計劃，從神的話語中得到力量和智慧 。 

中區雅各學青小組（地點：Ultimo）                          週五晚 7:30 

感恩： David 身體健康/Macus 還活著/Rose 身體健康/Yan 心情愉快，生活充

實/Edmund 工作順利/Matthew assignment 要做完了/Yong 搬入新家，新

生活/Esther 完成所有作業了/Steven 家庭合睦/Gwen 感冒有好轉一個

assessment 完成/Miya 生活充實。 

代禱： David 家庭關係和未來方向/Macus 脾氣/Rose 回國機票，妥當安排一

切回國事宜 /Yan assignment 能有智慧完成，實習準備充分 /Edmund 

Samuel 健康成長，時間安排/Matthew 複習有智慧考到好成績家人的出

行平安快樂情緒管理/Yong 心情愉快/Esther 考試準備順利/Steven 老

師會喜歡我的 idea 作業順利/Gwen 身體健康，可以正常吃好吃的，新

的 assessment 有效率/Miya final 順利。 

中區比撒列學職青小組（地點：Strathfield）                   週五晚 7:30 

感恩：Andy 生活充實/Maggie 工作順利，與朋友相聚愉快/ Yuki 時間的安排

/Shari 申請遞交，有新的學習目標/Michael & Tina Michael 媽媽有機會去

小組；有好的家庭時間 /Una 跟同事有愉快的用餐和相聚 /Ian 見證

DandA 婚禮。 

代禱： Andy 工作順利/Maggie 可以有機會帶朋友來教會/Yuki Agness 的婚禮

行程一切順利，有主的祝福/Shari 工作順利，能更多依靠神/Michael & 

Tina 馨馨排便正常，Tina 背痛得醫治，Michael 幸福小組訓練課順利

/Una 有學習的智慧，複習有效率/Ian Ian 工作上跟爸爸更有效的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