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以賽亞書 61:1-4                     講員：邵海東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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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
間 

小組長之夜 
19:30 

1503 宣教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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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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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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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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民頌揚 

一、 富足、醫治、得釋放 

 

 

 

二、 神的國度降臨 

 

 

 

三、 重修荒涼之城 

 

 

 
 

 

小組討論： 

1. 我們談到「豐盛的生命」，應該是怎樣的狀況？ 

2. 主禱文說「願祢的國降臨」，主耶穌要教導我們什麼？ 

3. 嘗過主恩滋味的你，要如何回應主的呼召？ 

聖餐主日崇拜 程序 

一、 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子榆   乃深 

二、 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三、 以同領聖餐來敬拜        莊桃園姐妹 & 陳明峰弟兄  

四、 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李筠嵐姐妹 

五、 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邵海東牧師 

         講題：萬民頌揚 

         經文：以賽亞書 61:1-4 

六、 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七、 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邵海東牧師 

八、 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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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邵海東牧師上午蒞臨北雪梨堂及下午恩典堂證道，願神記念他的辛勞！ 

3. 感謝主！宣教大樓二樓已正式使用 1 個多月了！這期間感受到宣

教大樓多功能用途的好處！請繼續為 DA 文件能順利批下禱告，

按神的心意為教會開路。新堂最新消息請掃二位碼 (紙質版本請

到行政桌取) : 

4. 「父能量」製作團隊又有一嶄新的微電影計劃！這次的主題是「1503-屬於我

們每個人的故事」，如果你有感人信主的經歷，或者你對戲劇有興趣，有成為

一個演員的夢想。歡迎聯繫：北區耶利米小組崔俊聰弟兄；西區和散那小組段

成琳姐妹或小組長，且把你們信主的經歷 email 到 1503mission@gmail.com 將

有機會被拍成微電影在教會主日播放。 

5. 請符合家人條件的兄姐於 7 月 8 日前向小組長登記填寫家人制表格，凡家人

制中 12 歲以上的兄姐將會領到週年慶紀念品，詳情請洽小組長。 

6. 北區及西區儲藏室年度清理，請各事工組在 7 月 8 日前，整理好儲藏室的存

放物品，將過期或不需要的物品清除，保持儲藏室整齊。 

7. 本堂第三季家事表已發放，請兄姐查看以下網址，北區 https://goo.gl/WXDpYQ；

西區 https://goo.gl/MjST9V。若需紙質家事表請在行政桌領取。 

8. 本堂幸福上路靈修本已置於主日行政桌售賣，請投 $2 自行拿取。 

9. 肢體代禱： 

恭喜耶利米職青小組崔俊聰和潘若驊夫婦於 6 月 18 日順利產下 3.15kg 女嬰

Brooklynn，謝謝大家的代禱，母女均平安。求神看顧母嬰身心靈健康。 

課程/ 聚會 日期 時間 地點 

聯合同工會 7 月 7 日(週六) 1:00pm 1503 宣教大樓 
217 Parramatta Road, North Strathfield 

小組長之夜(全聚) 7 月 4 日(週三) 7:30pm 1503 宣教大樓 
217 Parramatta Road, North Strathfield 

家庭之夜 7 月 4 日(週三) 鼓勵兄姐安排時間和家人享受美好天倫之樂 

北區兒主 
新進同工訓練會 

7 月 1 日(今日) 12:30pm 兒主教室  
(歡迎對兒童有負擔的兄姐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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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榆 乃深 
李傑
蒙蒙 

浩鋮 
凱琳 

志杰 閔曦 
路加職青 
+紫蘭 

昌敏 
海雲 

正宜
李狄 

利莉
立彥 

親親 

下
週 

嬌嬌 麗娜 宇安 
志薪
家瑋 伽憶 曉柔 凱琳 

以西結職青 
+嘉恩 

心茹  
佳穎 

晓岚
李玥 

筱娟
世民 

俏敏 

 

 
主日 

崇拜 
兒童 禱告會 

小組 6 月 24 日主日奉獻金額 

組數 人數 主日 建堂 感恩 

北雪梨 87 15 29 9 65 $4,802.00 
$360.00 -- 

恩典 65 18 21 10 89 $4,76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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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日(日) 選擇喜樂 

  7月2日(一) 領受平安 

  7月3日(二) 上帝同在 

  7月4日(三) 聖靈果子 

  7月5日(四) 知足常樂 

  7月6日(五) 以神為樂 

  7月7日(六) 凡事謝恩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多加永青 

家庭 

以馬內利 

家庭 

路加 

職青 

但以理 

職青 

耶利米

職青 

以西結

職青 

以賽亞 

背包客 

雅各 

學青 

JJ 

聯合 

17 5 11 11 5 7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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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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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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祈禱，為著阿 May 在父家處理喪禮，面

對異教的壓力，能夠張顯神的智慧和能力/碧爽 主是我們隨時的幫助，

天氣寒冷仍有健康的身體並保守家人們出入平安/Brenda May 父親臨終

前決志信主。 

代禱：William 持續為 Jessie 的女兒得醫治守望，堵住所有的破口，單單憑著

信心，不憑著眼見，宣告神的醫治必要臨到/碧爽 我們要一起來為 May 

做爭戰性的禱告，求主差派天使天軍來保護並賜下智慧的言語來應對

親人們的指責，求主賜下更多的愛與包融在當中，主啊！你是 May 的

盾牌 力量的泉源，求聖靈繼續工作這家族中/Brenda May 父親後事處

理一切事宜有主的幫助；Jane 家所面對的一問題能盡快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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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Lynn 靈修時生命再次被提醒更新，老公越來越棒/茜茜 BSF 姐妹們的

聚集很感恩/小康姐女兒放假/Amanda 有禱告團隊及弟兄姐妹的代禱

/Rebacca 金梅每週五接送我來小組聚會 /金梅老公順利做好客人的

granny flat/Leo 主在工作方向方面給我靈感和啓示/宋燕 有個好的小組。 

代禱： Lynn 求主引領小組兄姐們的新舊工作，Laura 簽證，Darren 考試/茜茜

前面的方向/小康姐美國旅遊計劃順利，出入平安/Amanda 兒子考試一

切順利，力上加力，恩上加恩/Rebacca Darren 考試順利/金梅求主繼續

看顧 April 和 Laura 的簽證，帶領她們前面的道路/Leo 兒子的感冒快點

好，可以進行手術，早日康復。豆豆的腳早日恢復。自己的工作求主繼

續帶領，早日找到心儀的工作/宋燕 工作上有神的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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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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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兒童主日學 （地點：Chatswood 北區教會）              週日早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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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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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 少年小組（地點：Epping Community Centre）               週六下午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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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 幸福小組                                                       

感恩： 以馬內利幸福小組 Best 們都享受參與在一起，感到開心願意一起禱告

/路加幸福小組 邀約到新朋友，團隊成員非常支持/雅各幸福小組 學期

結束 Best 們閒下來了。 

代禱： 以馬內利幸福小組 Best 更多被我們的見證感動，聖靈開他們的眼睛，

看見我們的神，是滿有能力的神/多加永青幸福小組 求聖靈繼續在新

朋友的心中動善工，賜下神的公義、憐憫和慈愛，和組員有更多美好

的互動/路加幸福小組 不來的新朋友下一次活動願意加入，週六有個

好天氣，出遊順利/雅各幸福小組 邀約順利兩個 Best 搬家順利。 

北區多加永青小組（地點：Lindfield）                       週三早 10:00 

感恩： 歡迎范秀珍姐妹參加小組聚會/Jessie 對神仍充滿信心，且醫生放其特

別假回家休養，以便再次的做化療/幸福小組的傳福音活動，多位小組

同工樂意撥出時間，多一次聚會，使慕道友能提出其所疑惑的問題/秋

月 愛心接待遠方來的二批姐妹。 

代禱： 迫切為 Jessie 幹細胞移植的測試能配對成功，治療過程有 神的同在，

並一切平安順利/速速減輕彭牧師拔牙後的疼痛/Linda 能持守信仰，恢

復對 神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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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Dillon&Litty 新朋友 Ben來小組/修好家裡的水龍頭/Litty 假期有好的休

息/Teresa & Abe 生活中處處有神的恩典和提醒/Dorothy 順利完成了工

作。 

代禱： Dillon&Litty 身體健康/幸福小組/Abe & Teresa 工作上更多交託給神，

有健康的身體/Dorothy 朋友家人的情緒和健康都有好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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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Sarah 家人經歷上帝的恩典和周末小組聚會有收穫/Gloria 內心充盈的

渡過了一星期/Eddie 老婆的病得到有效治療/Ceci 忙碌但有效做好每

件事/Helen 有很多人關心/Vivian 謝謝有機會回去探望家人。 

代禱： Sarah 前方工作的方向和麵試機會/Gloria 請神看顧茉莉的身體好起來

和其他小組的小伙伴身體/Eddie 老婆身體健康；丈母娘平安到達悉尼；

找到合適的工作 /Ceci Year End 順利結束；請神看顧小組員的身體

/Helen 求神看顧 Amily 回國的腳步，求智慧有很好的溝通在各方/Vivian 

請神看顧我外公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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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路加職青小組 (地點：Chatswood)                      週六下午 4:00 

感恩： 路加幸福小組邀約到新朋友，團隊成員非常支持/Cammy 在主的喜樂

中有著大大的盼望/Philip 平安回到悉尼旅途愉快/Ingrid 週末愉快，考

試通過/Linda 睡眠質量，身體可以得到休息/Brenda 又可以上生培了

/James 神讓我上台見證/YueYue 聽到劉志雄的講道/Mandy 找到個技

術好的按摩店，肩膀疼痛果然好多了，媽媽的朋友範新阿姨從昏迷中

蘇醒。 

代禱：路加幸福小組不來的新朋友下一次活動願意加入，週六有個好天氣，出

遊順利/Cammy 希望主能爲我安排所有的事都能順利完成/Philip 工作

有進展/Ingrid 身體健康，平平安安/Linda 有好的工作效率和時間安排

/Brenda 前方道路，家人信主/James 我希望我能為這世界做些事情，哪

怕自己是多麼的渺小，我也希望世界能因為我而美好，不但希望世界

和平，更希望世界能保留它的美 /YueYue 工作有進步和假期充實

/Mandy 家人們都身體健康無病痛，希望範新阿姨徹底好轉，早日從重

症監護室回到平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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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Sydney 小組有計劃的用個人恩賜一起去傳福音，女兒恩恩愈來愈追求

神/Sandra 在忙碌時候，Sydney 和婆婆盡心照顧孩子們/Peony& Kenny 有

奶奶幫忙家事/Terry 買到低公里的車。小組為阿威決志信主感恩。 

代禱﹕Sydney 盡快批下永居簽証，Sandra 有智慧去工作，她手上所做的工盡

都順利，恩恩讀書專心、努力學習，兒子典典更有耐心/Sandra 神賜管

理時間的智慧，能安排好家庭、服侍、學習和事業各項事情，在管教孩

子上特別求神賜我耐心和包容心/Peony 家人有健康身體，感冒得醫治

/Kenny 主加力應付實習功課，有時間體力應付每天的工作/Terry 主帶領

前面工作方向的安排。小組為 Best 名單禱告，求聖靈動工，讓我們有

智慧分享見証，引導參加幸福小組，又為阿威在信仰裡紮根，抵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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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nda 組員一起為媽媽禱告，媽媽的咳嗽感冒好得很快；參加教養課

程得著很多/Lina 參加教養講座有很大的收穫/Beryl 順利搬好家，參加

教養講座有很大收穫/Harvey 搬家後出一身汗，感冒好了。 

代禱： Brenda 幸福小組邀約跟籌備一切順利/Linna Vincent 和孩子的咳嗽能盡

快好轉/Beryl 盡快整理收拾好家，孩子們適應新家環境/Harvey 繼續和

哥利亞爭戰；房子放租順利；幸福小組過程大家都得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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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Stephanie Don 考過 CPA， 愉快充實的一週/Candy 神是信實可靠的。有

姐妹們的愛/All 順利收回房租，好幾筆錢進帳，主日的講道很有收穫

/Jenny 忙碌而充實的一周。 

代禱： Joe 找到合適的裝空調公司、Lucas Child Care/Stephanie 為 Anna 的 CC， 

家人身體健康/Candy 千萬學習更多智慧，保守我的家庭走在蒙福的道

路上/Jenny 假期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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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David 身體健康/Rose 天氣好，有教會/Eunice 生活中經歷神的賜福/Yan 

馬上假期了/Edmund 工作順利，有父母幫忙 Samuel 成長健康/Yong 嚮

往的生活 /Macus 球隊有進步 /Steven 生活一切順利 /Miya 假期開始

/Matthew 放假了/Gwen 拿到了滿意的成績，充實的生活。 

代禱：David 工作上更有耐心去學習/Rose 家人信主/Eunice 更多智慧處理好

手上的各樣事情/Yan 最後一科考試準備順利/Edmund 有智慧處理各

樣事情/Yong 身體健康/Macus 溝通，智慧/Steven 情緒管理時間管理

/Miya 假期充實/Matthew 情緒管理有智慧處理問題拿到好成績/Gwen 

最後一科的成績，心態平和一點，生活中有足夠的智慧，爸爸的事業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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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小組一行 10 人有一個愉快的一曰遊，牛外婆的三明治，豐盛午餐，出

入平安。 

代禱：求主復興喜樂小組，把更多失散的靈魂帶入主的家。保守在中國的姐

妹。Joyce、慶艷、徐軍、海倫、芹姐身體健康喜樂，早日回到我們中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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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有很多新同工加入，Jasmine 及 Grace 的培訓分享讓彼此有所得益。 

代禱：願老師們都有同一看見，為孩子努力傳講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