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程序表 20/12/2015 

聯合(華/粵) 11: 30am    

敬拜讚美 

禱告  

奉獻 / 奉獻禱告  

讀經：約翰福音 6:59-71 

證道： 作主門徒信息總結-無言的篩選         

聖餐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294-300 Morphett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www.aaccsa.org.au 

aacc_chinese@yahoo.com.au   電話: 8231 9993   傳真: 8231 9949 

 我們的異象：給海外華人一個家 建立強壯的新一代 

 我們的使命：以貫徹基督大使命為己任，轉化未信者成  

                          為信神、愛人、服侍、獻身的門徒。  

李秉源牧師   0412 860 886  

                        pyli@aaccsa.org.au 

孫偉光牧師   0466 181 293   

                        waikwong_sun@aaccsa.org.au 

趙崇健傳道   0452 412 414    

                        kin_chiu@aaccsa.org.au     

柯淑芬傳道   0488 029 218   

                        michelleko@aaccsa.org.au            

名稱 時間 地點 聯絡 上週人數 

職業青年 

小組(粵語) 
週一  

組長 

自定 

湯永賢弟兄 

0420 822 106 
14 人 

親友聚會 

(華語）成年 

05/01 週二  

10:30am 
副堂 

邱祖銘弟兄 

8359 5592 
60 人 

祈禱會 
06/01 週三 

7:00pm 
禮堂 

李秉源牧師 

0412 860 886 
26 人 

迦勒團契 

(粵語)年長 

24/12 週四

11:00am 
副堂 

侯澤威弟兄 

0412 692 368 
21 人 

媽媽 

加油站     

14/01 週四

11:00am 
新堂 

鍾鈴鈴姊妹 

8231 9993 
8 人 

聯誼 

乒乓球     
暫停 活動廳 

潘俊臨弟兄 

8235 9777 
15 人 

讚美操 暫停 活動廳 
關友榮弟兄 

0403 268 690 
26 人 

約書亞團契 

(華語職青） 

08/01 週六 

7:00pm 
副堂 

郭日耀弟兄 

0401 158 824 
9 人 

粵語 

青年團契 

26/12 週六 

10:00am 
禮堂 

 謝志朗弟兄 

0416 812 530 
24 人 

以諾團契 

 (粵語) 

26/12 週六 

4:00pm 

利嘉恩

姊妹家 

蔣文忠弟兄 

0420248 778 
22 人 

雅各團契 

(華語)成年 

02/01 週六 

4:30pm 
副堂 

聶琳姊妹 

0422 073 430 
19 人 

保羅團契 

(華語)年長 

27/12 主日 

1:45pm 
副堂 

王玉萍姊妹 

0403 181 918 
43 人 

兒童主日學 
27/12 主日 

11:30am 
教室 

黃慧琪姊妹 

0422 514 041 
25 人 

安得烈團契 

(華語) 

27/12 主日 

2:00pm 
201 室 

許順強弟兄 

0433 422 434 
11 人 

華語 

青年團契 

27/12 週六 

3:30pm 
203 室 

唐一暉弟兄 

0481 190 219 
10 人 

迦南小組 

(粵語)成年 
五、六、日 組長家 

李秉源牧師 

0412 860 886 
45 人 

週 間 聚 會 時 間 及 聯 絡 資 訊  本主日   聯合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翻譯 

李秉源牧師 

庄喜梅  

招待 

迎新 

陳愛華  沈譚碧蓮 

張毓珍  謝徐萍 

點名 區諾希  周菡 

音響媒體 周欣杰   李沛強  

點算奉獻  梁穎思   張新樹       

兒童主日學 陳惠華  鄧小雯  劉卓祈 

27/12   早堂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翻譯 

趙崇健傳道 

庄喜梅  

招待 

迎新 

黃嘉儀  廖翁玉娟 

張毓珍  朱均安 

點名 鄭才盛  周菡 

音響媒體 貝朝毅   姚祖嫣  

點算奉獻  梁穎思   湯永賢       

兒童主日學 陳惠華  鄧小雯  劉卓祈 

簡介:  愛情也需要學習嗎？愛情在聖經中有什麼地

位？為什麼愛情故事那麼感人？其力量那麼

大？本課程希望能促進夫婦間的愛情，並糾正

一些錯誤的觀念。 

日期: 1 月 9，16，23 及 30 日，逢周六 

時間: 下午 2 時 - 4 時 

導師: 孫偉光牧師         語言: 華語教導  

報名: 活動室或教會辦公室  

本課程為澳亞

基督教會門徒

裝備課程之選

修課程 。 



上主日(13/12) 崇拜奉獻  

 成人 建堂基金 神學基金 合計 宣教 

家庭營 $440.80 — — $450.80 $10.00 

英語 $79.30 — — $79.30 — 

早堂 $2,132.30 $40.00 $50.00 $2,222.30 — 

午堂 $324.20 — $10.00 $334.20 — 

 總計 $3,086.60 

2014/2015 年度宣教信心認獻$40.000 

宣教奉獻至 06/12/15 實收$5,180.00 

教會銀行戶口： 

ANZ Banking Group 

Austral-Asian Chinese Church Inc 

BSB: 015-025  A/C No. 247911367 

請列明是宣教或經常費奉獻 

十一月份網上奉獻：  

經 常 費 ：$16,717.10    

停 車 場 ：$240.00 

宣      教 ：$228.00 

1. 歡迎新朋友參加本堂主日崇拜，請留下通訊資料以便聯絡。 

 

2. 因不少弟兄姊妹於夏季離開南澳，返回原故地探親過春節， 

旅行、遊學等。教會於本主日起至明年 21/02/16 

只有英語崇拜(9:30)及早堂崇拜(華/粵)11:30。午堂暫停。 

 

3. 24/12 本週四晚上 8:30-10:00 平安夜頌讚 聖嬰傳奇。 

 

4. 教會圖書館設於新堂地下，今天重新開放，逢主日 1245- 

1330 接受弟兄姊妹借閱書籍及影音產品。 

 

5. 教會於下主日(27/12)英語崇拜上午 9:30，為三位弟兄姊妹

(鄧雅文 Jazmine Deng、劉思霖 Natasha Lau、劉卓安

Sam Lau 舉行浸禮，歡迎弟兄姊妹蒞臨觀禮，共證主恩。 

另謝蘭芳姊妹於同一天自馬來西亞的迦南浸信會轉會加入 

澳亞基督教會，成為會員。 

  

6. 2016 教會的兒童事工將成立 AWANA 兒童團隊，為「建立

強壯的新一代」的異象開展重要的一步。現今需要多位導師

和服事者，分別協助團隊的聖經教導、詩歌敬拜、集體遊

戲、行政事務，或埋身與孩子作生命互動等。歡迎查詢及報

名，活動室設有專桌。 

家 事 分 享 

牧 者 的 話 (李秉源牧師)20151220 

作主門徒信息終結篇 

講題：作主門徒之無言的篩選 

經文：約翰福音 6 章 59-71 節 

大綱：真門徒是 

一、膽壯，怕也不退的人 

二、開竅，洞悉永生的人 

三、蒙召，跟從耶穌的人 

 

    聖經是一本十分奇妙的書，改變了許多人的生命；但對

許多人來說，聖經又是一本很難讀懂的書。 

 

    基督教聖經合 66 卷書，共 1,189 章，有 31,219 節，約

93 萬個中文字。為了幫助信徒明白神的話語，歷代聖經學者

寫了近百萬本的「聖經註釋書」。參不多是一字一本釋經書。

在數以萬計的釋經書裡，有幾本的書名特別吸引，它們是有關

聖經裡難以明白或難以接受的道理，名叫“Hard Sayings of 

the Bible”，直譯的話就是「聖經中難聽的說話」，若用廣東

話翻譯則更見傳神：聖經中嚇死人的話。因為「嚇死人」的音

十分近似 Hard Sayings。 

 

    耶穌是個出色的講員，讓聽道者如沐春風，在不知不覺

間茅塞頓開，突然間就明白生命的智慧。但是，耶穌同時又是

個「嚇死人」的講員，祂語出驚人，叫聽的人有時如在五里霧

中，不知所云；有時卻是如坐針墊，不願再聽下去。 

 

    主耶穌今天就向門徒講了一篇“hard-saying”的道。完

了，門徒中有許多覺得「甚難明白，接受唔到」。這成了耶穌

與「門徒」的關係的分水嶺。 

 

弟兄姊妹，全年下來你聽「作主門徒」的信息接近 20 篇

了，你知道主對我們聽道的人帶著怎樣的期盼嗎？我肯定，主

是有期盼的。今日的經文是一個典型的範例，對作主門徒的每

一個信徒，「祂的講道與我的回應」形成了一個篩選

(screening)的機制。為何是「無言的篩選」？ 

 

「無言」，耶穌只呼召人來跟從祂，卻從不給你「紅

牌」，趕你離場說： You’re out! 當有人自發地跟從祂，祂

不會向你說「不」。祂的「無言」顯出祂的忍耐與無奈，讓有

心人一次又一次可以選擇「跟從祂的腳蹤行」，只因祂從來就

不會強迫我們，不會利誘我們，也不會跟我們討價還價。 

上主日(13/12)崇拜人數  

英語崇拜 早堂 午堂 

44 人 215 人  36 人 

1. 為教會裝修工程的進度代禱： @正堂一樓裝置影音設

施 @ 正堂地下的男女廁所和廚房。 @新堂加裝升降機、傷

殘廁所。 
 

2. 為 AWANA 招募導師禱告，求主感召弟兄姊妹起來，牧養

教會的新一代。 
 

3. 為各團契正提名及選舉 2016 年的新職員禱告。 
 

4. 為女傳道柯淑芬的到任感恩，並為她投人事奉，求主加能賜

力。 
 

5. 為圖書館書籍的整修工作禱告，也為需要多些義工和受薪時

工，求主預備。 
 

6. 為 2016 全年事工的規劃及立會四十週年堂慶的籌備禱告。 

感 恩 及 代 禱 事 項 「篩選」，主耶穌沒有把我們視為收成的麥子，用簸箕來

揚淨我們，就像施浸約翰所說的 (參閱太 3:12)；祂也沒有把我

們視作「混合了黃銅的金子」，要用火把我們淨煉出來(參閱

啟 3:18 上)。主是向我們宣講神的道(參閱路 5:1)，把永恆屬天

的生命向我們述說，祂更以身作則地活道行道，給我們留下佳

美的腳蹤。然之後，祂就期待著我們的反應。因著你我的反

應，就被篩選了。按經文的啟示，跟從者可以分為四類，真假

門徒從中就被「篩選」出來了！弟兄姊妹，一邊聽主的道，一

邊作自我的檢視，你會歸屬於哪一類呢？ 
 

(1) 疑惑，竊竊私議(vs60-61) 

(2) 退去，不再同行(vs66-67) 

(3) 認信，誓死跟從(v68) 

(4) 跌倒，出賣耶穌(vs7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