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程序表 07/08/2016 

聯合(華/粵) 11: 30am    

敬拜讚美 

禱告  

奉獻 / 奉獻禱告 

讀經：弗 5:15-21 

證道：  智者的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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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坤元傳道   0421 028 323  

                        william_young@aaccsa.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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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嘉玲  黃莊美美  陳愛華  周菡 

點名 區諾希  陳子匡 

音響媒體 湯瀚翔  趙彥熙 

點算奉獻  梁穎思  湯永賢 

饍食分配 雅各團契 

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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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姚杏  廖翁玉娟  饒承武  沈譚碧蓮  

點名 鄺嘉蒨  許天命  

音響媒體 周欣杰  李沛強  

點算奉獻 周菡  張新樹  

饍食分配 粵青團契 

團  契  區  牧  聚  會  

小組/團契/活動 時間 聯絡 上次人數 

粵語    

職業青年 小組  
(WYZ) 

週一  
李焯榮弟兄 

0412 744 748 
36 人 

迦南小組  
(成年) 

五、六、日 
黎國雄弟兄 

0423 272 408 
33 人 

迦勒團契  
(年長) 

11/08 週四
11:00am 

李漢卿姊妹 
0412 692 368 

17 人 

青年團契 
(CYF) 

13/08 週六 
10:00am 

 戚思齊姊妹 
0430 734 846 

40 人 

以諾團契 
(中年) 

13/08 週六 
10:30am 

梁惠寧姊妹 
0421 215 556 

27 人 

華語    

青年小組 
08/08 週一 

6:00pm 
呂恩弟兄 

0475 517 138   
10 人 

約書亞團契 
(職青) 

12/08 週五 
7:00pm 

李懌姊妹 
0422 865 076 

6 人 

雅各團契  
(成年) 

14/08 主日 
9:30am 

聶琳姊妹 
0422 073 430 

12 人 

安得烈團契 
14/08 主日 

1:30pm 
葉思根弟兄 

0433 035 058 
18 人 

保羅團契  
(年長) 

14/08 主日 
1:45pm 

邱祖銘弟兄 
0456 583 795 

39 人 

伊甸 
(年青夫婦) 

14/08 主日 
2:15pm 

貝朝毅弟兄 
0422 182 397 

14 人 

英語青年小組 
14/08 主日 
11:00pm 

趙崇健傳道 
0452 412 414   

25 人 

活動    

乒乓球  
聯誼 

11/08 週四 
7:30pm 

潘俊臨弟兄 
8235 9777 

24 人 

讚美操 
12/08 週五 
10:00am 

關友榮弟兄 
0403 268 690 

40 人 

籃球事工  
隔週六 

4:30pm 
何兆康弟兄 

0433 381 068 
— 

媽媽 
加油站     

每月一次 週六
11:00am 

鍾鈴鈴姊妹 
8231 9993 

— 

親友聚會  
(成年) 

06/09 每月第一
週二 10:30am 

邱祖銘弟兄 
8359 5592 

70 人 

祈禱會 
07/09 每月第一

週三 7:00pm 
李秉源牧師 

0412 860 886 
50 人 

1. 為本會主堂的物業權獲得解決感恩！ 

 

2. 為 2016-2019 年度執事選舉的七位候選人禱告：林嘉銘、顧悅、 

黃嘉儀、劉漢仁、貝朝毅、王漢聰、徐世宏。 

 

3. 為同工禱告：關諾允(Lowin, 新事工幹事)適應教會的事工、楊傳道

於 8/8-2/9 處理堂務。 

 

4. 為李牧師和譚執事(自費)代表教會參加 22-26/8 台北的世界華人福

音第九屆大會禱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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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為 10/9 中秋福音晚會的籌備禱告：楊浩基、關友榮、粵青團、華青

團、Eva。 

 

7. 為年度大學畢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感恩，也為他們勇闖人生的新 

篇章，求主一步步帶領。 

 

8. 為 8 月巴西里約奧運會舉行的期間及之後皆得平安禱告！ 

感 恩 及 代 禱 事 項 



教會銀行戶口： ANZ Banking Group  

Austral-Asian Chinese Church Inc 

BSB: 015-025  A/C No. 247911367 

請列明奉獻項目或代碼 

牧 者 的 話 (李秉源牧師) 20160807 

講題：講題：智者的叮嚀    經文：以弗所書 5 章 15-21 節 

智慧與愚昧是可見的。現代人用 IQ 測驗以定人的智能高低；

古代世界卻看那人在待人、處事、言語和為人上的表現來識別。 

 

耶穌在「登山寶訓」的結語篇直接點明，門徒是智是愚可從 

他們的行為看出來：「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

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

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太 5 ： 24,26) 

 

使徒保羅，一位屬靈的智者，勸勉基督信徒必須察看自己的 

「行事為人」(=行事 peripatein)。這字在以弗所書出現 6 次，這 

是最後的一次。重點的回顧： 

(1)相稱：與所蒙的重價恩典等價(4:1) 

(2)改變：作新造的人(4:22-24)          (3)智慧：要謹慎行事(5:15) 

 

屬靈智者的行事為人當有何表現？換另一提問方式：當你快 

要離開(如辭職、退休、下台，或安息等)時，你會給接棒的人甚麼 

叮嚀呢？ 

 

信息大綱 

一. 把握時間：智者 vs 愚者(vv15-16) 

二. 明白神的旨意：屬靈人 vs 糊塗人(v17) 

三. 被聖靈充滿：靈氣逼人 vs 酒氣醺人(vv18-21) 

 

經文的查考與分享 

1. 組員自選回答 1A 或!B 

1A. 如果你曾扮演過「智者」，分享你給了「後生一輩」甚麼的

提醒？你覺得他/她有聽嗎？為何你會跟他/她講呢？ 

1B. 如果你曾聆聽過一位智者/導師/老師/牧者的話，給予了你

極大的提醒。請分享：那人是誰？說了些甚麼？對你有何影

響？ 

 

2.「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v15) 一個

人是聰明是愚蠢從待人處事上即可見一斑。組員自選回答 2A

或 2B 

2A. 分享一次聰明過人的經歷。你做或說了些甚麼？你想起來

有開心滿意的感覺嗎？ 

2B. 分享一次特別蠢/笨過人的經歷。你做或說了些甚麼？你想

起來有納悶喊笨的感覺嗎？ 

 

3.「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v16) 

3.1「光陰」不單是時間(time)，原文是「時機(opportunity)。 

比較時間與時機的異同。 

3.2「愛惜」原文是「買贖」(redeem)，指到市場去買時機。想 

想，聖經叫信徒買時機卻沒叫買時間，為甚麼？分享你一次 

「把握時機」的經歷。 

Offering Type 奉獻類別 上主日 31/07 崇拜奉獻 

(A) 什一 Tithing $90.00 

(B) 主日 Regular $2,761.05 

(C) 宣教 Mission $110.00 

(D) 建堂 Building Fund $40.00 

(E) 神學基金 Theological Education Fund $50.00 

(F) 慈惠關顧 Care & Concern — 

(G) 感恩/其他 Thanksgiving/Others $30.00 

總額 $3,0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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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第二次浸禮謹定於 31/10 舉行，今接受信徒申請，條件 

如下：浸禮班(=基督信仰與生活倫理)者請向辦公室報名。 

日期： 4, 11, 17, 25/9，2/10 

粵語班：導師：林張慕那姊妹   華語班：導師：劉天然姊妹 
 

   信徒受浸/入會的要求(適用於 31/10/2016 的浸禮)： 

(1)團契/小組：參加半年且出席隱定(由所屬團長/組長簽名 

推薦) 
 

(2)初階門訓：完成或已開始並承諾完成(由門訓導師簽名推薦) 
 

(3)浸禮班：基督信仰與生活倫理(查閱教會課堂記錄) 
 

(4)信約：承諾持守本會的核心價值(在申請表上簽名) 

 

3. 中秋晚會：主題：月缺月圓的終極信靠 

日期： 10/9/2016(六) 

時間： 4:30-8:30pm 

地點： 294-300 Morphett St, Adelaide, SA 5000 

費用：全免(不設車位) 

歡迎：各地華人、留學生及大人小孩參加，共享中秋佳節 

節目：新奇有趣攤位遊戲、燈謎、敬拜 、信息、月餅，及美食 

晚餐 

 

4. 接獲多位肢體擬索取「美之夜」的錄影拷貝。接待處連續兩週 

接受訂購登記，收取製作成本費$10。 

 

5. 職青小組王家發、黃琬婷(Simpson , Hilda) 夫婦於 1/8 早上 

8 時 ，神賜兒子(Isaiah)，母子平安。 

 

6. 同工動態： 

8/8-2/9 李牧師放取年假，並代表教會出席世界華福中心假台北 

舉行的第九屆大會。期間堂務交予楊坤元傳道處理。 

家 事 分 享 

英語： 53 人 早堂： 325 人                                                                        AWANA： 46 人 總數： 424 人 

上主日(31/7)崇拜人數 

六月份奉獻總額 六月份總支出 六月份結餘 

$49,789.45  $55,459.8  -$5,670.35 

3.3「愛惜光陰」有許多原因，但保羅只列出「現今的世代邪 

惡」這一個原因。你覺得今日世界是邪惡的嗎？若是，你要 

把握甚麼時機呢？若不是，你是否就可以虛度光陰呢？ 
 

4.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v17) 

4.1 明白主的旨意的是「屬靈人」，不明白的則是「糊塗人」。 

自我評斷：你是哪一種人？屬靈多些還是糊塗多些？ 
 

4.2 全組來回答：列出基督信徒明白神的旨意的方法。其中，最 

多人認同或有經歷的是哪一種？ 
 

4.3 分享你最有信心知道「這」就是神的旨意的一次經歷。 

 

5.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v18) 

5.1 聖經只說「不要醉酒」，但沒說「不可喝酒」。你認為是否

需要對聖經在這節點上作出修訂呢？為甚麼？ 
 

5.2 被酒充滿與被聖靈充滿有何異同？誰曾有過這兩種經驗？ 

 

6.「19 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地讚美主。20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上帝。21 又當存敬畏

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6.1 被聖靈充滿的人在「行事為人」上有哪四樣的表現？ 
 

6.2 保羅撰述這四樣行為的場景是「敬拜」。你在敬拜中曾有被 

聖靈充滿或感動的經歷嗎？請分享。 
 

6.3 有教派說，被聖靈充滿的人要「說方言」；又有教派認為， 

要識「講預言」。如果你是使徒保羅(=按今日的經文教 

訓)，你會給予他們把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