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程序表 06/11/2016 

聯合(華/粵) 11: 30am    

敬拜讚美 

禱告  

奉獻 / 奉獻禱告 

嬰兒 / 孩童奉獻禮 

讀經：以弗所書 6:5-9 

證道：給主僕的溫馨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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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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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莊美美   饒承武   夏永芳  周菡 

點名 陳子匡 

音響媒體 周欣杰  李沛強 

點算奉獻 梁穎思  黃嘉玲 

饍食分配 以諾團契 

團  契  區  牧  聚  會  

小組/團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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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人 

迦南小組  
(成年) 

五、六、日 
黎國雄弟兄 

0423 272 408 
46 人 

迦勒團契  
(年長) 

10/11 週四
11:00am 

李漢卿姊妹 
0412 692 368 

23 人 

青年團契 
(CYF) 

12/11 週六 
10:00am 

 戚思齊姊妹 
0430 734 846 

55 人 

以諾團契 
(中年) 

12/11 週六 
10:30am 

梁惠寧姊妹 
0421 357 893 

29 人 

華語    

青年小組 
02/12 週五 

7:00pm 
呂恩弟兄 

0475 517 138   
8 人 

約書亞團契 
(職青) 

11/11 週五 
7:00pm 

李懌姊妹 
0422 865 076 

10 人 

雅各團契  
(成年) 

13/11 主日 
9:30am 

聶琳姊妹 
0422 073 430 

12 人 

安得烈團契 
13/11 主日 

1:30pm 
葉思根弟兄 

0433 035 058 
18 人 

保羅團契  
(年長) 

13/11 主日 
1:45pm 

邱祖銘弟兄 
0456 583 795 

31 人 

伊甸 
(年青夫婦) 

13/11 主日 
2:15pm 

貝朝毅弟兄 
0422 182 397 

10 人 

英語青年小組 
13/11 主日 
11:00pm 

趙崇健傳道 
0452 412 414   

20 人 

活動    

乒乓球  
聯誼 

10/11 週四 
7:30pm 

潘俊臨弟兄 
8235 9777 

14 人 

讚美操 
11/11 週五 
10:00am 

關友榮弟兄 
0403 268 69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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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2 每月第一
週二 10:30am 

邱祖銘弟兄 
8359 5592 

54 人 

祈禱會 
07/12 每月第一

週三 7:00pm 
李秉源牧師 

0412 860 886 
39 人 

13/11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徐秀蘭牧師/ 庄喜梅 

招待 迎新 謝徐萍   沈譚碧蓮   黃嘉玲  宇建新 

點名 區諾希 

音響媒體 陳沅鉦  趙彥熙 

點算奉獻 周菡  張新樹 

饍食分配 迦南小組 

英語： 45 人 早堂： 308 人                                                                        AWANA ： 37 人 總數： 390 人 

上主日(30/10)崇拜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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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6 

講題：給主僕的溫馨啟示           經文：以弗所書 6:5-9 
 

引言 

聖經，記載著一個古遠年代的故事，那些年的人、事和物；聖

經的啟示，跨越千年仍在說話，向今時今日的人們釋放亙古不變

的信息。今日談主僕的關係的經文，背景是希(臘)羅(馬)時代的奴

僕制度。勾劃如下： 

@十分普遍，估計有 60 多萬奴僕(slave)。 

@分類：家僕(如傭人)與公僕(如某些公務員)。 

@來源：生而為奴；遭販賣為奴；自賣為奴；戰爭俘虜； 

被罰為奴等。 

@命運：完全取決於主人，有視為財產，有視為工具，可 

任意買賣。 

@新約時代，這種邪惡欺人的狀況已得改善。有奴僕是知 

識份子，有得以結婚生子。 

@保羅書信裡，奴僕被視為家庭的成員之一。 
 

主僕關係於不同時代或國家有著不同卻又是對稱的名稱，他們

之間相依而並存： 

主人(類)：君王∕地主∕資方∕僱主∕老闆∕上司∕領導 

VS 

僕人(類)：臣子∕佃農∕勞方∕僱員∕工人∕下屬∕幹部 
 

信息大綱 

1.給作僕人的啟示(vv5-7)                    小結(v8) 

2.給作主人的啟示(v9a)                        小結(v9b) 

結論：基督教對社會爭議的三個回應 
 

經文的查考與分享 

1. 引言中，從主人與僕人引伸出現代許多對稱的關係，如地主與

佃農、老闆與工人、上司與下屬等等。試就著自己的經歷分享箇

中相處的矛盾或衝突。你是主人(類)還是僕人(類)？面對利益衝突

時，有沒有易地而處為對方著想呢？ 
 

2. 完成下表，以了解主人與僕人應有的相處態度。 

Offering Type 奉獻類別 上主日 30/10 崇拜奉獻 

(A) 什一 Tithing $60.00 

(B) 主日 Regular $2,961.25 

(C) 宣教 Mission $10.00 

(D) 建堂 Building Fund $20.00 

(E) 神學基金 Theological Education Fund $30.00 

(F) 慈惠關顧 Care & Concern — 

(G) 感恩/其他 Thanksgiving/Others — 

總額 $3,081.25  

九月份奉獻總額 九月份總支出 九月份結餘 

$35,840.05  $41,120.29  -$5,280.24  

1. 為傳道職位的申請者梁健雄(Cyril)傳道禱告：梁的一家四口將於

25/11-4/12 親臨，與弟兄姊妹見面、懇談。祈求主的帶領和印證，

為教會覓得合適的僕人。  
 

2. 為教會奉獻禱告，求主感動肢體為神家盡上「十一奉獻」的本分。 
 

3. 為第十五屆執事(2016-2019)擔當常設職位的肢體禱告 

(主席：劉漢仁；文書：林嘉銘；財政：顧悅)，也為執事會麾下 

的 6 個功能小組禱告，求主加添眾執事的事奉能力。 
 

4. 為四十週年教會慶典及晚宴得以圓滿完成獻上感恩祭。 
 

5. 為教牧團正籌劃 2017 的事工禱告。主題是「為主裝備，事奉為 

樂」，目標是「推動弟兄姊妹，為主接受裝備，發揮恩賜， 

並為傳主福音而投身事奉。」 
 

6. 為 30/10(主日)受浸肢體及轉會肢體禱。洗禮者：許鏞康、池金祥、

何惠芳、吳桂珍、張勁松、孔叡、陳浩賢。 

      轉會者：夏永芳，劉淑芬。 

 

7. 為學生要預備功課和考試，他們能安排時間和保持健康。 

感 恩 與 代 禱  

特別奉獻：教會 40 週年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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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兒/兒童奉獻禮： 

3. 請各團契/牧區呈交新職員提名名單。務必於 6/11 前遞交。 
 

4. 2017 年教會月歷經已出版，弟兄姊妹請於崇拜後於活動廳索 

取，數量有限，派完即止。 
 

5. 十一月宣教雙週：特設宣教專題的崇拜信息，講員分別是徐秀

蘭牧師(13/11)、趙崇健傳道(20/11)，且附有小組查經材料，

供團契和小組的分享和應用。  

家 事 分 享 

父母姓名 嬰兒/兒童姓名 父母姓名 嬰兒姓名 

繆真真 Ella, Emma 許順強   景佳 許景諾 

張巍  朱琳娜 張祥熙, 張祥安 周燕飛  劉家萑 周亦南 

老慶松  周依依 Caleb 馮启昌  王俊文 馮希雅 

何兆康  鍾鈴鈴 何悅瞳 林嘉銘  陳靖雅 林靖陽 

許文傑  張靜雯 許諾施 楊浩基  蔡佩員 楊芷淳 

譚日熙  馮曉筠 譚恩霖 蕭國耀  何韻薇 蕭家悅 

王家發 黃琬婷 王承希   角色 僕人 主人 

行動 用誠實的心
A___________ 
肉身的主人(v5) 

不要 B____________僕人
(v9a) 

類比 @像聽從 C_________(v5) 
@像基督的 D_______(v6) 
@像 E_____________(v7) 

  

原因   同有一位天上的主，他並 
F____________(v9b) 

結果 不論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 
G__________(v8b) 

3. 按個人的親身經歷，並舉實例作分享。 

3.1 上司給你一項與信仰或專業道德有抵觸的工作，或無理的

要求，你如何拒絕或回應他/她？ 

3.2 當你的下屬沒有依你的指示完成工作時，你如何教導、糾

正他/她，因而能在同事中見證主？ 

3.3 按個人的體驗，作僕人好些還是作主人好些？ 
 

4. 研經題：保羅勸勉信徒要聽從並服事主人，且要像「作基督的

僕人」(v6)。以下哪一個你認為是較正確的？哪一個對你來說最

具「現實」意義？為甚麼？ 

Type 1 ：學像基督一樣甘作「受苦的僕人」(可 10:45) 

Type 2 ：學像基督親身演繹的「洗腳的僕人」(約 13:14) 

Type 3 ：學像基督口述的「無用的僕人」(路 17:10) 
 

5.基督教的神是「不偏待人」的神。 

5.1 除弗 6:8 以外，還出現在哪裡的經節？(多舉 2 例) 

5.2 信徒試列舉今天的人能明白的實例以辯證這一宣告。 
 

6. 每個人在世上職位有多高，在他/她之上總是有「主人」。你同

意嗎？有沒有遇上沒有「主人」的人？經文中說到，「他們和你

們同有一位主在天上」(v9b)，這位天上的主是誰？祂怎樣可以成

為你家中的主或你辦公室的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