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程序表 03/01/2016 

聯合(華/粵) 11: 30am    

敬拜讚美 

禱告  

奉獻 / 奉獻禱告  

讀經：以弗所書 1:1-2 ，羅馬書 1:1 

證道：    保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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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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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副堂 

侯澤威弟兄 

0412 692 36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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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1 週六 

10:00am 
禮堂 

 謝志朗弟兄 

0416 812 530 
24 人 

以諾團契 

 (粵語) 

09/01 週六 

1030am 
副堂 

蔣文忠弟兄 

0420248 778 
22 人 

雅各團契 

(華語)成年 

09/01 週六 

4:30pm 
副堂 

聶琳姊妹 

0422 073 430 
19 人 

保羅團契 

(華語)年長 

10/01 主日 

1:45pm 
副堂 

王玉萍姊妹 

0403 181 918 
57 人 

兒童主日學 
10/01 主日 

11:30am 
教室 

黃慧琪姊妹 

0422 514 041 
25 人 

安得烈團契 

(華語) 

10/01 主日 

2:00pm 
201 室 

許順強弟兄 

0433 422 434 
17 人 

華語 

青年團契 

10/01 週六 

3:30pm 
203 室 

唐一暉弟兄 

0481 190 21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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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堂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翻譯 

李秉源牧師 

陳肖琿  

招待 

迎新 

饒承武  沈譚碧蓮 

謝徐萍  周菡 

點名 鄭才盛  梁惠寧 

音響媒體 周欣杰   陳可盈 

點算奉獻  梁穎思   張新樹    

兒童主日學 陳惠華  鄧小雯   

10/01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翻譯 

孫偉光牧師 

孫楊琨華  

招待 

迎新 

陳愛華  黃嘉儀 

沈祖蔭  張毓珍 

點名 鄭才盛  周菡 

音響媒體 湯永賢   岑梓樑 

點算奉獻  楊浩基   王家發    

兒童主日學 陳惠華  鄧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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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2) 崇拜奉獻  

 成人 宣教 建堂基金 神學基金 合計 

英語 $227.10 — — — $227.10 

早堂 $2,252.50 $10.00 $1,500.00 $50.00 $3,812.50 

      
 總計 $4,039.60 

2014/2015 年度宣教信心認獻$40.000 

宣教奉獻至 27/12/15 實收$5,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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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友聚會，本週二(5/01)上午十時半在副堂舉行，信息分享為孫

牧師，歡迎華語的親友參加。 
 

3. 教會禱告會於 本週三(6/01)晚 7 時舉行，請弟兄姊妹一起來到

主的施恩座前，為教會的事工及肢體的需要祈禱和感恩。 
 

4. 門徒裝備課程「雅各 – 愛情的學習」於本週六(9/01) 下午 2 時

在副堂上課，請已報名的弟兄姊妹準時出席。今天仍然接受報

名。 
 

5. 17/1(主日)下午一時半至兩時半，將會舉行門徒裝備課程 2016

年分享會，屆時將會分享 2015 年的經驗及成果，並 2016 年所

舉行之課程。歡迎曾經及有意報讀門徒裝備課程之弟兄姊妹參

加。  
 

6. 同工動向： 

趙崇健傳道申請且獲准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改為非全職受薪

傳道，一週工作三天(主日、週三、一天浮動)。 
 

7. 訃聞：執事會主席譚祖德弟兄的岳父、譚光萍姊妹的父親譚康

弟兄於 2015 年 12 月 25 日主懷安息；主家 定於 2016 年 1

月 22 日在香港北角殯儀館基恩堂舉行安息禮拜。 

家 事 分 享 牧 者 的 話 (李秉源牧師)20160103 

2016 講壇信息  總題：上帝子民，同心同行 

舊約：舊約選民，曠野四十(從出埃及記到申命記) 

新約：新約選民，邁向永恆(以弗所書) 
 

講題：保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經文：以弗所書 1 章 1-2 節；羅馬書 1 章 1 節 
 

十七世紀的英國，推動了工業革命，人才輩出，改變了世界的

文明。同期兩位傑出的科學家：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

1643-1727）及伯特·虎克（Robert Hooke，1635-1703）。前

者名揚世界，後者卻鮮為人知。在他們的書信中，曾有這樣的對

話，道出了箇中的玄機來。 

虎克：「為甚麼你總是比別人看得遠？」 

牛頓：「如果我能看的更遠的話，那只因爲我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 
 

今天的經文，讓我們看到保羅得以成功，對基督教以及世界文

明作出偉大貢獻的原因，說來簡單，只因為他是「站在巨人的肩

膀 上」；那「巨人」就是主耶穌基督。你我也可以因「在基督

裡」 而有很不一樣的人生。   
 

信息大綱 

在基督耶穌裡，保羅的三個身分、三重定位： 

一. 僕人：我歸屬(belonging) 

二. 使徒：我受託(delegating) 

三. 傳福音：我去作(doing) 
 

問題的分享與查考 

1. 細讀弗 1:1 及羅 1:1，保羅是怎樣介紹自己的？當你跟未信的朋 

友見面時，你一般是怎樣介紹自己的？你跟保羅的「自我介 

紹」最大的不同是甚麼？ 

 

2. 保羅自稱是「僕人」，原文是「奴隸」(slave)。為何他會這樣 

自稱？試從舊約和新約各舉一例，以說明僕人在選民中的真正 

意義。 

 

3. 以下哪一類的肢體/弟兄姊妹在教會裡的服侍更像個僕人？他/ 

她是誰的僕人？又是服侍甚麼人的呢？他/她給你甚麼可效法的 

榜樣？ 

a. 某位牧者   b. 某位執事 

c. 某個團契職員   d. 某個小組組長 

e. 某位主日學老師  f. 某位崇拜招待 

g. 某位 Auntie Eva  h. 自定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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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乃教會立會四十週年，祈禱祝願我們澳亞基督教會靈命

成熟，常存感恩，與神同工，肢體同心，關愛社群，為主結果

更多。 

4.  為澳洲新政府的經濟政策禱告，叫執政的有能力減少 374 億的

財政赤字，有效地提升國內生產總值的漲幅(預期只得 2.5%)，

及降低失業率(12 月是 6%)。 

5.  為 2016 年這受恐襲威脅的世界求平安；為環境受污染的地球

求潔淨；為各地教會差派去的宣教士求傳福音的勇氣和智慧。  

感 恩 及 代 禱 事 項 

上主日(27/12)崇拜人數  

英語崇拜： 68 人 早堂 ： 228 人 

4. 耶穌傳道的三年多裡，保羅沒曾見過祂、聽過祂講道；保羅也 

不是「十二使徒」中之一位。因此，保羅常被人質疑他的使徒 

身分。試引一兩段保羅為此而極力自辯的說話。他這樣極力自 

辯是為了甚麼：他自己、他所傳的福音，或那些聽福音的人？ 

你有為到自己基督徒的身分、信仰、良心，或原則而與人「爭 

辯」過嗎？ 
 

5. 「傳福音」就是保羅的人生使命。試為保羅選取他的「使命 

宣言」並說明理由。以下哪一句保羅的話是最可能的？ 

a. 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 

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 

這福音的好處。(林前 9:22-23) 

b. 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 

   債。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羅 1:14-15) 

c. 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先在大馬士革，後在耶 

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以及外邦，勸勉他們應當悔改歸向上 

帝。(徒 26:19-20) 

d. 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 

大。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 1:20-21) 

e.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 

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 3:13-14) 

f.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 

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後 4:7) 

g. 自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牧者給的講題是「保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保羅一名原 

是「小，微不足道」之意。使保羅變得「偉大」的巨人是誰？ 

開放給組員分享，誰曾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經歷？那「巨人」 

又是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