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程序表 05/06/2016 

聯合(華/粵) 11: 30am    

敬拜讚美 

禱告  

奉獻 / 奉獻禱告 

讀經：以弗所書 4:7-16 

證道：合久繽紛，建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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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焯榮弟兄 

0412 744 748 
35 人 

華語 

青年小組 

06/06 週一 

6:00pm 

副堂 

102 室 

唐一暉弟兄 

0481 190 219 
15 人 

親友聚會 

(華語）成年 

05/07 週二  

10:30am 
副堂 

邱祖銘弟兄 

8359 5592 
38 人 

祈禱會 
06/07 週三 

7:00pm 
禮堂 

李秉源牧師 

0412 860 886 
58 人 

迦勒團契 

(粵語)年長 

09/06 週四

11:00am 
副堂 

李漢卿姊妹 

0412 692 368 
20 人 

聯誼 

乒乓球     

09/06 週四 

7:30pm 
活動廳 

潘俊臨弟兄 

8235 9777 
16 人 

讚美操 
10/06 週五 

10:00am 
活動廳 

關友榮弟兄 

0403 268 690 
30 人 

約書亞團契 

(華語職青） 

10/06 週五 

7:00pm 
副堂 

張一弘弟兄 

0403 128 401 
9 人 

粵語 

青年團契 

11/06 週六 

10:00am 
禮堂 

 謝志朗弟兄 

0416 812 530 
57 人 

以諾團契 

 (粵語) 

11/06 週六 

10:30am 
副堂 

梁惠寧姊妹 

0421 357 893 
25 人 

媽媽 

加油站     

18/06 週六

11:00am 
組員家 

鍾鈴鈴姊妹 

8231 9993 
2 人 

雅各團契 

(華語)成年 

11/06 主日 

9:30am 

副堂 

104 室 

聶琳姊妹 

0422 073 430 
15 人 

保羅團契 

(華語)年長 

11/06 主日 

1:45pm 

副堂 

104 室 

高美彥姊妹 

0415 088 020 
39 人 

安得烈團契 

(華語) 

11/06 主日 

2:00pm 

201 

203 室 

葉思根弟兄 

0433 035 058 
16 人 

小而美(華語) 

年青夫婦 

11/06 主日 

2:30pm 
N201 

貝朝毅弟兄 

0422 182 397 
12 人 

迦南小組 

(粵語)成年 
五、六、日 組長家 

黎國雄弟兄 

0423 272 40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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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翁玉娟  陳愛華  周菡 

點名 區諾希  陳子匡 

音響媒體 湯永賢  趙彥熙 

點算奉獻  梁穎思  湯永賢 

饍食分配 雅各團契 

12/06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柯淑芬傳道 / 唐一暉 

招待 迎新   梁姚杏  黃莊美美  高美彥  沈祖蔭 

點名 鄺嘉蒨  許天命 

音響媒體 周欣杰  李沛強 

點算奉獻  周菡  陸國鴻 

饍食分配 粵青團契 

2016 宣教獻金資助對象  預算金額  佔百分比  

開拓宣教新工場儲備 $4,000.00 10% 

短宣體驗 $6,000.00 15% 

宣教培訓、會議 $4,000.00 10% 

孫偉光宣教旅費 $6,000.00 15% 

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 $4,000.00 10% 

澳洲家庭更新協會 $4,000.00 10%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中心 $4,000.00 10% 

同心圓宣教事工 $4,000.00 10% 

CMS 派往中國山西的宣教士 $4,000.00 10% 

目標總額 $40,000.00 100% 

呼籲：請弟兄姊妹藉「獻金」以支持教會的宣教事工。  

 5. 本會「宣教基金」2016 年的目標、支持原則及對象。 

(1)   支持可促進本會宣教事工的宣教士或宣教機構，佔獻金 50%。 

(2)   資助肢體參加本會或會外機構(須被認可)辦的短宣體驗或與宣教 

相關的培訓、會議等，佔獻金 50%。 



上主日(29/05) 崇拜奉獻  

A. 什一 B. 主日 C. 宣教 E. 神學基金 總計 G. 其他 

$310.00 $3,140.65 $360.00 $30.00 $4,040.65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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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份網上奉獻：  

經 常 費 ：  $12,983.85    

停 車 場 ：  $1,600.00 

宣     教  :  $332.00 

建堂基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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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二)上午十時半在副堂舉行，歡迎華語的親友 

參加。 

 

3. 粵語冬令營「那些年．那些人」於 7 月 2 至 4 日(週六至週 

一) 舉行，名額有限，報名從速。有關費用及詳情，請瀏覽 

張貼海報及教會網頁。參加日營或探營者，每天$50。                                                      

  

4. 門徒裝備課程「追求深度」，導師孫偉光牧師，於 10/7 週 

    六，下午 2 至 4 時開始上課。今主日接受報名。 

 

6. 溫馨提示：轉載自「澳洲家庭更新協會」 

聯邦大選將會在 7 月 2 日舉行，選舉结果對於「同性婚姻」立

法，以致婚姻觀念、家庭結構、兒童成長、社會道德風氣、言

論自由、宗教自由等有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爲了幫助選民作出

抉擇，「澳洲家庭更新協會」網站開展了「同性婚姻與澳洲聯

邦選舉」專頁，以匯集有關文章，提供有關資訊，讓選民對

「同性婚姻」及澳洲聯邦選舉的議題有更多了解。請點擊 「澳

洲家庭更新協會」網頁(http://www.mffc.org.au)。 

家 事 分 享 

牧 者 的 話 (李秉源牧師) 20160605 

講題：合久繽紛，建立教會          經文：以弗所書 4 章 7-16 節 
 

中國人的智慧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國誌》)它有三

個信息，一是世間的人與事皆「無常」，分合無定；第二，無常中

見「有常」，從分分合合裡仍可尋得其必然性的轉變；第三，如

《呂氏春秋》所載的「物極必反」，事物發展到極點，會向相反方

向轉化。 
 

這是人間的智慧，上天的智慧說甚麼呢？聖經之為聖經乃因它不光

是人世間的智慧，如「考敬父母、不可殺人、不可貪財…」它還揭

開天上的智慧。看使徒保羅的兩句名言：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上帝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

裏，乃是永生。」(羅 6:23) 

「我們不喪膽。雖然我們外在的人日漸朽壞，內在的人卻日日更

新。」(林後 4:16) 

兩句話皆分為上下兩半，前半句是人的智慧，它道盡了人的界限，

跨不過人性的罪惡與肉身的朽壞；後半句卻揭開從上而來的啟示，

上帝給予人突破界限的出路。 
 

以弗所書 4:1-6 論「信徒合一，見證一神」，而 4:7-16 的主題是

「合久繽紛，建立教會」。神的心意就是教會合一，神的權柄能叫

擁有眾多恩賜和職分的信徒們(v7)，因著與元首基督的結連，能建

立一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vv4,12)。「分久必合」是對的，然而

合久不一定「必分」，只要教會活在主基督裡，可以是「合久繽

紛」，這是上帝給予教會的藍圖。 
 

大綱 

目的：尋找主基督為教會所規劃的藍圖 

1. 蒙恩賜(vv7-11)          2. 善運用(v12)        3. 定目標(v13) 

結論：得結果(vv14-16) 
 

經文的查考與分享 

1. 保羅講解教會的藍圖，從合一/unity(vv2-6)到多元或繽紛/ 

diversity(vv7-16)，兩者皆須並存，表面看好像是矛盾，實質 

此乃上帝智慧的設計。世上有不少體制較健全的國家也是如 

此，試南北半球各列舉一國為例。 
 

2. 信徒的多樣恩賜(gifts)是誰賜贈的呢？ 
 

3. 參閱新約四段論屬靈恩賜(spiritual gifts)的經文，它們是羅 

12:6-8，林前 12:28-30，弗 4:12，彼前 4:10-11。 

3.1 點名的恩賜共有幾樣？ 

3.2 按上題的恩賜名表，你覺得自己有哪些恩賜？你有那些才能 

3.3 恩賜與才幹的分別在哪裡？ 

英語： 46 人 早堂： 272 人 AWANA： 36 人 總數： 354 人 

上主日(29/05)崇拜人數 

感 恩 及 代 禱 事 項 

1. 為新一屆執事候選人的提名禱告，求教會的主感動並預備 

最 適合的肢體，起來參與事奉。 

 

2. 為教會的奉獻禱告，求主感動肢體為神家盡上本分：十一 

奉獻。 

 

3. 為邱蕙卿姊妹七月入讀新加坡神學院(主修 Master of Arts 

(Intercultural Studies))禱告，求主培育明日宣教工場上的工

人。也為姊妹與教會肢體間的聯繫禱告，求主結連。 

 

4. 為主堂的物業權有望於今年內獲得圓滿的解決感恩！願榮 

耀 頌讚歸於聽我們禱告的主！ 

 

5. 為分會 NLCC(新生命堂)已購買士地感恩，並為計劃建造全 

新教堂禱告。求主供應所需的金錢和專業知識。弟兄姊妹 

如奉獻支持，可用本會奉獻封，並註明 NLCC。 

 

6. 有政黨及競選議員擬為傳統定義的婚姻引入「同性婚姻」，使

澳洲家庭偏離聖經的價值。求主賜每位信徒辨識力，善用手上

神聖的一票。 

4.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v12)是探討神

為教會規劃發展藍圖的籲節(key verse)。它揭示牧者的恩賜職分有

三項的運用，試參理閱別的譯本，以了解每一項的意義： 

  (1)成全聖徒(the equipping of the saints)：________________ 

  (2)各盡其職(the work of ministry)：_____________________ 

  (3)建立基督的身體(the edifying of the body of Christ)：_____ 
 

5. 承上題，因此上帝給教會的發展藍圖有三個的理解，你認為以

下哪個更健康和更有果效？你會建議 AACC 採納哪一張藍圖？(請

把全組的共識交予李牧師) 

BP1 ：三項皆同樣著力：牧者要同時裝備聖徒、做事奉的工作 

和建立教會。 

BP2 ：只做第一，第二和第三交予信徒：牧者只須全力裝備信 

徒，之後就授權他們去從事聖工和建立教會。 

BP3 ：一項接一項：牧者先裝備信徒，然後與他們一同從事聖 

工，好建立教會。 
 

6. 按 v11，主基督賜給教會的是人，即帶有恩賜職分的人(gifted 

ministers)。全組構想一個行動，向 1-2 位有「恩賜職分」(可參

第 3 題的恩賜表)的同工(全職、半職或義工)送上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