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程序表 11/12/2016 

聯合(華/粵) 11: 30am    

敬拜讚美 

禱告  

奉獻 / 奉獻禱告 

讀經：以弗所書 6:10-20 

證道：年輕的牧者(The Young Pa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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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譚碧蓮   黃嘉玲  宇建新  黃莊美美 

點名 區諾希 

音響媒體 周欣杰  陳可盈  貝朝毅 

點算奉獻 周菡  張新樹 

饍食分配 約書亞、華青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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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人 

迦勒團契  
(年長) 

22/12 週四
11:00am 

李漢卿姊妹 
0412 692 368 

15 人 

青年團契 
(CYF) 

17/12 週六 
10:00am 

 戚思齊姊妹 
0430 734 846 

40 人 

以諾團契 
(中年) 

17/12 週六 
10:30am 

梁惠寧姊妹 
0421 357 893 

25 人 

華語    

青年小組 
16/12 週五 

7:00pm 
呂恩弟兄 

0475 517 138   
12 人 

約書亞團契 
(職青) 

16/12 週五 
7:00pm 

李懌姊妹 
0422 865 076 

8 人 

雅各團契  
(成年) 

18/12 主日 
9:30am 

聶琳姊妹 
0422 073 430 

15 人 

安得烈團契 
(成年) 

18/12 主日 
1:30pm 

葉思根弟兄 
0433 035 058 

16 人 

保羅團契  
(年長) 

18/12 主日 
1:30pm 

繆真真 
0432 070 885 

32 人 

伊甸 
(年青夫婦) 

18/12 主日 
2:15pm 

貝朝毅弟兄 
0422 182 397 

6 人 

英語青年小組 
18/12 主日 
11:00pm 

趙崇健傳道 
0452 412 414   

18 人 

活動    

乒乓球  
聯誼 

15/12 週四 
7:30pm 

潘俊臨弟兄 
8235 9777 

14 人 

讚美操 
16/12 週五 
10:00am 

關友榮弟兄 
0403 268 69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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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1 每月第一
週二 10:30am 

朱未瑕姊妹 
0430 577 786 

60 人 

祈禱會 
04/01 每月第一

週三 7:00pm 
李秉源牧師 

0412 860 886 
38 人 

18/12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趙崇健傳道/ 劉天然 

招待 迎新 周菡   黃莊美美  宇建新   陳愛華 

點名 李隆 

音響媒體 湯永賢  岑梓樑  林冠宇 

點算奉獻 梁穎思  黃嘉玲 

饍食分配 安得烈團契 

英語： 44 人 早堂： 252 人                                                                        AWANA ： 40 人 總數： 334 人 

上主日(0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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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1 

Offering Type 奉獻類別 上主日 04/12 崇拜奉獻 

(A) 什一 Tithing $60.00 

(B) 主日 Regular $2,710.05 

(C) 宣教 Mission $160.00 

(D) 建堂 Building Fund $120.00 

(E) 神學基金 Theological Education Fund $130.00 

(F) 慈惠關顧 Care & Concern — 

(G) 感恩/其他 Thanksgiving/Others $80.00 

總額 $3,260.05  

十月份奉獻總額 十月份總支出 十月份結餘 40 週年特別奉獻 

$31,737.40  $80,423.94  -$48,686.54 $30,000.00  

1. 為補聘傳道同工禱告。關於梁健雄傳道，求主幫助我們

明白祂的旨意。 

 

2. 為「宣教基金」禱告，2016 的目標是 4 萬元，求主供應

教會啟動宣教事工所需要的資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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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英語少年禱告。羊不能沒有牧人，求主賜我們智慧地

作洽當應變。 

 

5. 為開始放假返回原故地的肢體，求主讓他們與家人享受

共聚天倫之樂，也在家人中為主作見證。 

感 恩 與 代 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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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NA Award Day 及結業禮，歡迎家長參加，一

同見證並慶賀孩子們在主話語上的成長。 

日期： 18/12(主日)   時間： 11am   地點：副堂 

 

3. 教會於 24/12(周六)晚上 7:30 舉行「平安夜頌讚晚

會」，主題「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當晚設有兒

童看顧，歡迎邀請家人和朋友赴會。 

 

4. 崇拜司事招募： 

為配合教會發展的需要及加強接待會眾的水平，今

起招募信徒(華/粵語)參與崇拜司事的服侍。 

教會司事團隊將提供培訓和實習指導，有意者請於

崇拜後在活動廳的專桌報名。截止 18/12/2016。  

 

 

家 事 分 享 

講題：年輕的牧者(The Young Pastor) 

經文：以弗所書 6:21-24 

 

引言 

這是年輕人的時代！他們是我們、國家和世界的

未來。這是大多數人都知道的，但有誰像「阿里巴巴

集團」的馬雲那樣，他不但知而且是身體力行，把該

世界最大又最年輕的企業王國的「領導權全面移交給

70 後」。他鏗鏘地點出箇中思路：「投資年輕人就是

投資自己的未來。 

 

大家想想，我們的家庭的未來在哪裡？除了回到

天家，我想應是你家中的年輕人。教會的未來、神國

在地上彰顯的未來，除了看「主必快來」(林前 15:)

外，還應看今天的牧者，特別是年輕的牧者。你在他

們身上投資了多少？教會在培育他們又投資了甚麼？ 

 

使徒保羅，一位搞動當時天下的基督徒、前線宣

教士，和多間教會的創堂牧者。此時，他已年屆 60

歲，身體常受著傷病舊患所折磨；此在，他被囚禁在

羅馬監獄之中，但是，他的心仍是胸懷世界，特別是

多個地區的宣教工作。因此，他不斷差派一個接一個

年輕的傳道牧者，去傳送他的書信，並協助堂會牧者

的牧養和教導。 

 

  今日經文的主角推基古(Tychicus)，他參與了基

督教會的開創期，且大有貢獻。讓我們認識這位「較

少聽」卻名留教會青史的年輕牧者。 

 

經文的查考與分享 

請參看附件。 

 



經文的查考與分享 

1. 聖經「標籤」的影響力無遠勿屆，更跨越千年。 

1.1 聖經怎樣評價下列的人物： 

(答案備選：逃兵、施洗、不認、試探、出賣、門徒、 

殉道、受傷、僕人) 

a.______耶穌的猶大(Judas)     

b.______主的彼得(Peter) 

c.______約翰(John)          

d.為主______的司提反(Stephen) 

e.宣教陣上作______的馬可(Mark)  

f.作主______的保羅(Paul) 

 

1.2 聖經對同一個人物底馬(Demas)前後兩個絕然不同的 

評價： 

「與我同工的馬可、亞里達古、底馬、路加也都問你 

安。」(門 24) 

「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就離棄我往帖撒羅尼迦去 

了…」(提後 4:10) 

a.你認原因是甚麼？ 

b.有沒有認識類似的信徒朋友？ 

c.這給你甚麼提醒？ 

 

1.3 按弗 6:21(並參西 4:7)，推基古的生命服侍留下了美 

好果效，聖經給予他的「評價」很高。試理解以下三 

個對他的「評價」，並列舉一些你認識的基督信徒為 

例子，好作大家的勉勵。 

a.親愛的弟兄(beloved brother)：______________________ 

b.忠心的僕役(faithful minister)：______________________ 

c.一同作主的僕人(fellow servant in the Lord)：________ 

 

2.認識推基古的生平小傳。 

2.1 組長帶領組員逐一查閱記載推基古的五段經文。按歷 

史時序排列如下： 

a.使徒行傳 20:4   

b.以弗所書 6:21-22 

c.歌羅西書 4:7-8   

d.提多書 3:12 

e.提摩太後書 4:12 

2.2 推基古的生平有甚麼最吸引你之處？有甚麼也是你可 

效法的 

3. 推基古被使徒保羅差派，往小亞細亞的不同教會。 

3.1 他的任務不單是送信的郵差(Mr. Postman)，還可能包 

括(是非題)： 

a. 宣讀信函______ 

b. 執行教會記律______ 

c. 回答信徒對信函的問題______ 

d. 向教會分享保羅在羅馬的最新狀況______ 

e. 鼓勵信徒捐獻金錢以支持使徒的宣教事工_____ 

f. 把教會的最新狀況回報給使徒_____ 

g. 暫代教會牧者的牧職_____ 

 

3.2「…又讓他安慰你們的心。」(弗 6:22，另參西 4:8)  

反映推基古是個主動服侍教會，並「安慰」信徒心靈 

的牧者。 

a.安慰(comfort)，你怎樣理解？ 

b.安慰的原文是 parakaleso，它有甚麼特別又豐富的含 

意？ 

c.你有曾過 parakaleso 的經驗嗎？請分享。 

 

4. 推基古是一位年輕的牧者，選擇了跟從保羅，作他的隨身 

弟子，另一個師徒關係的典範。 

a.保羅還有別的門徒，請多舉兩位：________、________。 

b.在你的靈命成長裡，有沒有一位像「師傅」的主內肢體 

曾栽培過你呢？他的生給予你甚麼影響？ 

c.教會若建立有制度的門徒訓練，你會參加嗎？若不， 

原因是甚麼？ 

e.你有志願要成為「靈命後輩」的導航者(=小師傅)嗎？ 

若不，原因是甚麼？ 

 

5. 年輕的牧者既是教會的未來，今日教會就應當投資 

(=培育)在今日的兒童和少年身上。 

a. 你會為他們(兒童&少年)將來會出一個或多個教會的傳 

道牧者禱告嗎？ 

b. 為表支持，你會為今日正服侍他們的肢體做些甚麼 

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