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程序表 17/01/2016 

聯合(華/粵) 11: 30am    

敬拜讚美 

禱告  

奉獻 / 奉獻禱告  

讀經：以弗所書 1:3-5 

證道：找一個原因頌讚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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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6 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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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人 

親友聚會 

(華語）成年 

02/02 週二  

10:30am 
副堂 

邱祖銘弟兄 

8359 5592 
67 人 

祈禱會 
03/02 週三 

7:00pm 
禮堂 

李秉源牧師 

0412 860 886 
54 人 

迦勒團契 

(粵語)年長 
休息 副堂 

侯澤威弟兄 

0412 692 368 
— 

媽媽 

加油站     

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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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讚美操 
22/01 週五 

10:00am 
活動廳 

關友榮弟兄 

0403 268 690 
22 人 

約書亞團契 

(華語職青） 

22/01 週六 

7:00pm 
副堂 

郭日耀弟兄 

0401 158 824 
9 人 

粵語 

青年團契 

23/01 週六 

10:00am 
禮堂 

 謝志朗弟兄 

0416 812 530 
12 人 

以諾團契 

 (粵語) 

23/01 週六 

1030am 
副堂 

蔣文忠弟兄 

0420248 778 
29 人 

雅各團契 

(華語)成年 

23/01 週六 

4:30pm 
副堂 

聶琳姊妹 

0422 073 430 
22 人 

保羅團契 

(華語)年長 

24/01 主日 

1:45pm 
副堂 

王玉萍姊妹 

0403 181 918 
40 人 

兒童主日學 
24/01 主日 

11:30am 
教室 

黃慧琪姊妹 

0422 514 041 
38 人 

安得烈團契 

(華語) 

24/01 主日 

2:00pm 
201 室 

許順強弟兄 

0433 422 434 
17 人 

華語 

青年團契 

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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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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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喜梅  

招待 

迎新 

黃嘉玲  廖翁玉娟 

張紀明  高美彥 

點名 許穎欣  區諾希 

音響媒體 陳沅鉦   趙彥熙  

點算奉獻  楊浩基   陸國鴻    

兒童主日學 暑期活動   

24/01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翻譯 

趙崇健傳道 

庄喜梅  

招待 

迎新 

饒承武  沈譚碧蓮 

張毓珍  周菡 

點名 鄭才盛  梁惠寧 

音響媒體 湯瀚翔   姚祖嫣  

點算奉獻  楊浩基   張新樹    

兒童主日學 暑期活動   

本課程為⾨徒裝備課程之選修課 
 

日期： 27/2，5、12、19/3 

時間： 2:00pm - 4:00pm 

導師：徐秀蘭牧師 

語⾔：粵語教導 

⽬的：做個平易近⼈的屬神女⼦，學習  

                                                   待⼈⾃處之道，包括認識情緒、    

             彼此分明、衝突處理，及感恩不盡等 

對象：歡迎信徒姊妹及慕道女性參加 

報名：活動室或教會辦公室（名額有限） 

 

⽇營體驗 
 

主題：正能量之旅 

⽇期： 1/4 時間： 10:00am-4:00pm 

內容：慷慨讚賞、建⽴友誼、欣賞⾃⼰、跳出框框等 



上主日(10/01) 崇拜奉獻  
 成人 宣教 建堂基金 神學基金 合計 

英語 $120.80 — — — $120.80 

早堂 $2,967.70 $10.00 — — $2,977.70 

      
 總計 $3,098.50 

2015/2016 年度宣教信心認獻$40.000 

宣教奉獻至 10/01/16 實收$5,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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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份網上奉獻：  

經 常 費 ：$11,946.65    

停 車 場 ：$160.00 

宣      教 ：$5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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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後 1:45-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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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會圖書館設於新堂地下，逢主日 1245-1330 接受弟兄姊妹借

閱書籍及影音產品。 
 

4. 兒童主日學 AWANA 今日開始接受學生報名，表格可在活動室

索取。詳情可與柯淑芬傳道聯絡。 
 

 5. 2016 立會四十週年事工重點推介： 

 @ 14/3(一)四十週年之教會大旅行 

目的：三語合一行、聯誼老中青 

負責人： Denny Wong、保羅團、雅各團 
  

@ 9/4(六)四十週年之聖道論劍 

講員：孫寶玲博士(新加坡浸信會神學院院長) 

主題：啟示錄，怎麼讀？   負責人：李牧師 
  

@ 22/7(五)四十週年之美之夜音樂會 

目的：藉著優美及高水平的音樂演出，幫助人向完美上 

帝開放心靈 

需要：演出者 

負責人：孫牧師、Winnie、Maria 
  

@23/10(日)四十週年之教會堂慶—地點： City Town Hall 

目的：頌讚、感恩、歡慶、立願、差遣 

形式：敬拜、戲劇、禮儀(感恩禮、孩童奉獻禮、新執事差遣禮) 

講員：溫偉耀博士 

負責人：李牧師 + Peter Tam              

家 事 分 享 牧 者 的 話 (李秉源牧師)20160117 

講題：找一個原因頌讚上帝       經文：以弗所書 1 章 3-15 節 
 

人為何會敬拜上帝？ 

現象：人類自有歷史、文化以來，每個民族都會向那位創造自

己的神，獻上至誠的敬拜。 

 

人為何會創作詩歌來頌讚上帝？ 

表白：那是人的情感表白的高峰，詩歌是美的表現、情的流

露。人對上帝的愛的表白，就是向祂唱一首頌讚的歌。 
 

愛，需要原因嗎？ 

「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親面前，仰著臉問說： 

“媽媽，你到底為甚麼愛我？”母親放下針線，用她的面頰，

抵住我的前額，溫柔地，不遲疑地說：“不為什麼，只因你是

我的女兒！”」(冰心《寄小讀者》通訊十) 
 

頌讚上帝，需要找一個原因嗎？答案，往聖經裡尋吧！ 
 

信息大綱 

一. 互動：賜福與頌讚 

二. 本性：賜福與頌讚 
 

小組的查考與分享 

1. 在開始的第 3 節上說，「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父神！」是誰在獻上頌讚？是誰在接受頌讚？這「獻頌讚」與

「受頌讚」都是在「誰」裡成為事實的？給一個評分，從 1

到 100%： 

@你個人是一個頌讚上帝的人：_____% 

@澳亞是一間頌讚上帝的教會：_____% 

 

2. 按第 3 節下，「他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

福氣：」是誰在賞賜福氣？是誰在接受褔氣？這「賜福氣」與

「受福氣」是在「誰」裡成為事實的？再給一個評分，從 1

到 100%： 

@你個人是一個蒙上帝賜福的人：_____% 

@澳亞是一間蒙上帝賜福的教會：_____% 
 

3. 信徒之所以要「頌讚神」(v3a)乃因他們已蒙「神賜福」

(v3b)。從第 4-14 節，保羅就列出我們「頌讚」神的原因來，

即所蒙受的福氣。每個組員按次序讀一節，並從該節經文裡找

出「頌讚神的一個原因」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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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裝修小組懇請大家紀念代禱：(a)為新堂電梯安裝；(b)為主堂餘 

下工程；(c)為工程費用資金。 
 

3.  媒體團隊(PATeam)懇請大家紀念代禱：(a)整個團隊需要更多 

的弟兄姐妹來服侍；(b)影音設備正進行大量的升级。 
 

4.  為同工們的服事禱告，求主加能賜力：李秉源、孫偉光、 

趙崇健、柯淑芬、Eva、Erica，及楊坤元(未來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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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崇拜： 44 人 早堂 ： 256 人 

4. 「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的短語出現了 3 次，即在第 6

節、12 節，和 14 節。引導聖經學者把這段經文分為三個小

段： vs4-6、vs7-11，和 vs12-14。把組員分為三個小組，各

負責查考其中一段，並回答以下問題： 

a. 裡面的主角是誰？祂作了甚麼？ 

b. 你有看見「三一上帝」嗎？在我們教會的生活、敬拜和 

擺設上，有讓人看見「三一上帝」嗎？有甚麼改進的空 

間？(組長請把建議交給李牧師) 
 

5. 講員信息的重點是要說明「我們為何要頌讚上帝」，在信

息大綱的第二點是「本性」。你領會到講員所講的嗎？你在主

日敬拜/頌讚上帝時皆是出於「本性」嗎？若答案是「不」，

可有提升的空間嗎？ 
 

6. 主日崇拜的高峰是頌讚上帝，但不少信徒卻很難投入在其

中。以下哪兩個也算是你的「難處」？請右邊的組員給予改善

的意見。 

a. 你對神的心有保留 

b. 你對一同敬拜的肢體的認同和接納有保留 

c. 你對所唱的詩歌或音樂有保留 

d. 你對敬拜時的身體語言有保留，如站立、舉手、拍手等 

e.你對領唱者的歌聲有保留 

f. 你對敬拜的氣氛有保留 

g.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上主日(10/01)崇拜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