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彌迦書 6：6-8                     講員:李守博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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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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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書亞少年小組     

二、以感恩奉獻來敬拜                崔寧 姊妹 

三、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四、以受洗見證來敬拜                許文權 弟兄 

五、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李守博 牧師 

    講題：神向我們所要的 

    經文：彌迦書 6：6 - 8 

六、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七、以領受祝福來敬拜                      

八、以禱告服事來敬拜                蘇輝 牧師夫婦 

聚會時間表   

週日 
禱告會 

14:00-14:30 
大禮堂 

主日崇拜 

14:30-16:15     
大禮堂 

裝備課  
16:30-17:30 
教室/禮堂 

兒童主日學 

14:30-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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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therine St, 

Chatswood 
西區：林正宜家 

太平紳士（JP）認證簽名：陳安德烈牧師  時間：每週主日 

停車：禮堂對面 Woolworths 地下停車場（週日免費不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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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傳真: (02)9439-5115 電郵: 1503mission@gmail.com 網站: www.1503.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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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向我們所要的 

 

 一、行公義 (to act justly) 

 

 

 

 

 

 

 

二、好憐憫 (to love mercy) 

 

 

 

 

 

 

 

三、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to walk humbly with God) 

 

 

 

 

 

 

 

 

小組討論： 

1. 我在 2013 年有什麼得罪神？並願悔改？ 

2. 我希望自己在 2014 年能夠有哪些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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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教會目標   穩定拓植     同心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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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祝大家新年快樂！感恩神帶領我們走過恩典和祝福滿溢的 2013 年，願神同

在的平安和喜樂在 2014 年充滿您和您的家庭！『愛降臨』聖誕節特別節目已

於上週日順利舉行，感謝所有同工的辛勞擺上！當日北區有 10 位、西區有

12 位新朋友決志，願神繼續帶領祝福他們。活動照片請參 http://goo.gl/I46j4V 

3. 聖誕節受洗典禮已於 12 月 21 日順利舉行，恭喜以下兄姊受洗歸入主的名下：

袁小明、崔俊聰、陳朗詩、許文權、鮑飛瓊、李金梅、胡萍珍、周煒、郭燕

儀、張舒恬、蔣咪麗。求神堅固他們跟隨神的心並經歷神豐盛的恩典！受洗

典禮照片請參鏈接 http://goo.gl/mZpX3k 

4. 感謝主！本堂 2 天 1 夜同工退修會已於 27、28 日順利舉行，同工們有美好的

分享與連結，求神繼續加添謀略和智慧的靈，帶領我們完成明年的植堂！ 

5. 迎新禱告會將於本週二（12 月 31 日）晚 5 點半至 10 點在 Chatswood 高中禮

堂舉行，真誠地邀請您和我們一同慶賀並用禱告邁向 2014 年。一家一道美食，

精彩節目，抽獎贈禮等著您！請最晚於今日向小組長報名。 

6. 本堂 2014 年『得地為業』家庭營將於明年 3 月 28-30 日舉行，報名將於兩周

後（1 月 12 日）正式開始，各小組年節返鄉的組員請提早與小組長報名並預

先繳交報名費：成人$160，孩童 5-12 歲 $140/ 3-5 歲$ 50，未滿三歲免費。 

7. 本堂小組聚會、週間禱告會及生培於 12 月 22 日到 1 月 4 日暫停兩週，願每

位兄姊有美好的聖誕及新年假期！  

8. 原牧師助理秦玉於本週開始正式卸任，現任牧師助理為翁玉婷（Tina），牧師

助理聯絡電話及郵箱保持不變。 

9. 本堂 2014 年上半年行事暦請參週報夾頁。2014 年第一季家事表於今日發放，

請同工向各事工主責領取。 

10. 全教會聖經禱讀《約翰福音》於今日開始，禱讀本$5/本，請和裝備組購買。 

11. 肢體代禱：為假期返鄉探親度假的兄姊禱告，出入都有神的保守！ 
 

1. 『歸家』天歌 2014 音樂見證會將於明年 3 月 22 日下午 3 點（佈道會）及晚

上 7 點半（培靈會）在雪梨市政廳舉辦，請各小組長統計各組參加的人數在

本週二（12 月 31 日）中午 12 點前發給 Meg，並請註明參加下午場或晚上場。 

2. 由澳洲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主辦的『Into Africa Medical Team』將於 2014 年 6

月 23 日至 7 月 14 日赴非洲 Kenya 服事，詳細資訊請參 http://goo.gl/fKw3Sc 

會前禱告 主領 
音控/ 

助手 

投影/ 

助手 
場地 兒童 茶點 點奉獻 關懷 

本週 鄭君行 
約書亞 

少年 

馬龍 

宇鵬 

約書亞 

少年 

以琳 

學青 

佩真 

舒恬 
亦凡 

張靖 

玉娥 

林志成 

蔣煦 

下週 樊雨萱 
以利沙 

學青 

宇鵬 

國瑋 

以利沙 

學青 

伯大尼 

家庭 

米娜 

子馨 
淑鈴 

張靖 

玉娥 

鄭碧妮 

陳雅芳 

黃鳳儀 

含什一奉獻 26 筆；感恩奉獻 1 筆；建堂奉獻 1 筆 

教會經常費若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BLCCNS，銀行轉賬：BS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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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9 日 (日) 約翰福音 1：1-18 

12 月 30 日 (一) 約翰福音 1：19-34 

12 月 31 日 (二) 約翰福音 1：35-51 

1 月 1 日 (三) 約翰福音 2：1-12 

1 月 2 日 (四) 約翰福音 2：13-25 

1 月 3 日 (五) 約翰福音 3：1-15 

1 月 4 日 (六) 約翰福音 3：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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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典 134 27 
22 

64 8 99 $2453.55 $100 

北雪梨 186 15 60 11 127 $2401.25 $165 

信望愛 

家庭 

喜樂 

家庭 

恩典 

家庭 

伯大尼 

家庭 

尼希米 

職青 

以利沙 

學青 

以琳 

學青 

約書亞 

少年 

30 21 20 18 10 -- 

本本週週背背誦誦經經文文       彌彌迦迦書書 66：：88  

世世人人哪哪，，耶耶和和華華已已指指示示你你何何為為善善。。他他向向你你所所要要的的是是什什麼麼呢呢。。只只要要你你行行公公義義、、

好好憐憐憫憫、、存存謙謙卑卑的的心心，，與與你你的的神神同同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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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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宣教網絡 2013年 12 月 29日

北區八福永青小組（地點：教會辦公室）       : 0420-388-066/週四早 10：00 
感恩：鐵槐於 2013 決志了/鐵槐，海萍夫妻同心合一服事神/Jessica 在台期間陪

伴母親參加小組/Jessica 遇到有愛心的医師/桂珍，江華幫助 Jessica 收取信件

/Jessica 与在台小組的姊妹們有好的溝通 

代禱：新的一年，願主看顧海萍全家/海萍全家身体健康，有充沛精力服事神/八

福家庭小組興旺發達/丹雨父親停止咳嗽，肺部恢復健康/江華母親夜夜好

眠，小腦恢復健康/秋芬，桂珍，登春在退修會將有所得著/王禱的女婿事業

蒸蒸日上，並能体諒長輩的心/Jessica 的朋友 Zoe 能免除來自老板的壓榨 

西區喜樂家庭小組（地點：李瑞峰夫婦家）    : 0403-947-555/週四早 10：30 

感恩：萍珍 感恩主給我一個愉快的受洗典禮，有先生和孩子來觀禮。主賜我勇

氣智慧在兩堂主日聚會中為主做見證/立琴 很開心能邀請到 3位朋友來到愛

降臨佈道會，感恩他們都當天相信了耶穌/周煒 感謝主的奇妙安排，在不可

能的情況下，我竟然拿到假期不用上班可以參加受洗，我現在是個新造的人

/詠琪 一家人有很美好的假期，孩子們特別開心/恩惠 為聖誕節這一天有海

外的好朋友來訪特別感恩 

代禱：求主繼續在萍珍兒子和先生心中動工，讓他們早日決志信靠耶穌/為高鵬

的眼睛恢復健康禱告/主的大能帶領付銳全家經歷祂的美好和祂的豐盛/求

主保守立琴女兒肚中的寶寶健康/求主帶領小金搬遷順利，早日恢復小組生

活/主看顧保守周煒的房子能順利被人租去，搬遷新房的事也一切順利/求主

看顧黃芳，待產中能有時間認識神，思考神的真實，並接受主耶穌 

西區伯大尼家庭小組（地點：張金莉家）       : 0435-365-265/週五晚 7：30 

感恩：鄭潔感謝主讓我們有平安喜樂的一週，女兒順利通過受洗約談/Tammy 感

謝主天天都有美好的事情發生/Pini&Paul 感謝主天天有喜樂平安/Lynn 感謝

主保守父母的健康/翠潔感謝主保護我一切平安常看顧常施恩/美芳感謝主

賜下一切平安保守我的健康 

代禱：Tracy 求主拯救患癌症 Toxy Ziu 並醫治他讓他的身體復原/Pini&Paul 學習

路上有主同行/Lynn 求主讓媳婦懷孕順利產前糖尿病得控制/翠潔求主治療

丈夫手傷並早日找到工作，兒子 HSC 賜下努力認真的心/美芳求主保守 

Benny 的健康願神憐憫他軟化他的心/Amanda 求主在假期間讓孩子們有很好

的學習 /Wesley求主保守申請新工作有喜樂與平安/親親求主保守先生身體健

壯靈魂興盛/求主保守海外旅行的金莉、小康、珍妮、Joanne 都有平安喜樂 

西區恩典家庭小組（地點：恩典堂會議室）     : 0435-252-277/週六晚 7：30 

  感恩：Kent 和 Candy 受洗歸入主的名下/Kenneth 在 HSC 中取得優異成績/聖誕節

佈道會圓滿結束/新朋友 Rylan 一家和劉太進入恩典大家庭/劉太在布道會當

天決志 

代禱：組員們都有開心喜樂的聖誕新年假期/William 夫婦和 Fang 夫婦遊輪假期

平安享受重新得力/Clay 的耳朵得完全醫治，Clay 夫婦有從神來的智慧和耐

心與女兒溝通互動 

1503宣教網絡 2013年 12 月 29日

中區信望愛家庭小組（地點：張漢章夫婦家）  : 0403-947-555 / 週五晚 7：30 

感恩：Linda 在工作上帶給周邊孤單的老人很多的愛與關懷，她也因能與他人分

享主的愛感恩/Andrew 感恩一家人能一起參加英語聖誕節聚會並有很愉快

的時光/Angela 有香港朋友過來一起慶祝聖誕節非常開心/恩惠 為愛降臨佈

道會兩堂有 22 人決志感恩 

代禱：Linda 求主保守祝福一家人的假期平安愉快/Angela 新的一年更有智慧，工

作順利/求主幫助組員們，以積極勇敢的心走向 2014 年的日子，看見神的應

許一一成就/求主賜 Sophia & Terry 屬天智慧，幫助家人處理各樣的事情/求主

保守所有剛決志的新朋友，能持續渴慕來認識主 

北區巴拿巴職青小組（地點：卜繁泰家）       : 0433-721-868 /週五晚 7：30 

感恩：Michael B 聖誕節佈道會戲劇演出順利 /Lee 聖誕節各種演出都有神的保守和

祝福 /Emily Lin 假期間和弟兄姐妹有好的交流 /Yuki 重新回去上班有神的保守

和看顧 /Simon 聖誕節各項活動都很順利/Claire 聖誕節前夜 24 日可以請到假 

代禱：Michael B 求神賜剛強壯膽的心，能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 /Lee 主日為主作

見證與主同在合主心意 /Emily Lin 做事情能更用心 /Yuki 求神在工作中保守身

體健康，在回國過年的時候保守與家人關係融洽和睦 /Simon 有好的休息，

重新得力/Claire  好友父親舊病復發，求神看顧她及家人以及醫治她的父親 

西區尼希米職青小組（地點：王盈方家）       : 0450-959-717 /週五晚 7：30 

感恩：Julie 在聖誕節收到很多禮物，超乎所求所想/聖誕演出很成功 有神的保守 一

切順利/Ingrid 和弟兄姐妹們度過了個愉快的聖誕派對，演唱順利完成；工作

時有神的提醒/ Mike 每天喜樂，有假期可以陪伴媽媽逛街/Yvonne 放假了 

代禱：Julie 不偏行己路，萬事走在神心意的道路上，一切以追求神的國與義為

目的/ Leah 出國的腳步，与家人團聚/Ingrid 工作意志力和耐力；好的睡眠；

愉快平安的假期/ Mike 家人台灣行程喜樂平安 ，有效地時間管理/Yvonne 有智

慧的運用假期。病人們平安 

北區房角石學青小組    （地點：陳明鋒夫婦家）  :0402-873-080 /週六下午 4：00 

感恩：房角石組員感恩 2013 年小組生活很開心也很有得著/玉玉和嵐嵐感恩 2013

是好的開心的一年/宜宜和傑傑很開心聖誕假期開始/薇薇今年生日很快樂/

縈縈感恩芥菜種和房角石聯合小組很愉快/淳淳感謝主保守聖誕特會圓滿結

束/詩詩感恩終於受洗了/薪薪很開心聖誕終於來了/大大感謝神帶領，準備開

始新工作/堯堯感謝神看顧身體健康/文文感恩家人有開心健康/靈靈忙碌生

活有小放鬆可以回到墨爾本放假 

代禱：玉玉願 2014 年所做的事都有神賜的智慧/宜宜希望住宿的問題很快有答案

/縈縈願回國旅途平安/薇薇 sun burnt 快點好起來，回國的日子求神保守/靈靈

希望會安排好時間休息和與朋友聚會/大大求神賜智慧做好新的工作/傑傑

需要更好時間安排在假期完成一些事情/淳淳和堯堯的身體健康求神保守/

詩詩願受洗後與神更親近 /文文希望駕照考試順利 /嵐嵐願家人和自己在

2014 年有平安/薪薪希望家人朋友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