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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誡  不可拜偶像 

出埃及記 20:4-6 

 

證道：孫偉光牧師  

李秉源牧師   0412 860 886  

孫偉光牧師   0466 181 293                        

楊坤元傳道   0421 028 323                         

梁健雄傳道   0403 063 271  

本主日   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孫偉光牧師 / 孫楊琨華 

招待 迎新  張敏青  張毓珍  王莹  廖翁玉娟  

音響媒體 湯瀚翔  岑梓樑  貝朝毅  

點算奉獻 周菡  張新樹  

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我神真偉大   我敬拜祢   祂是唯一 

禱告 

奉獻：堂費 

證道：第二誡  不可拜偶像 

歡迎/家事分享 

祝福 

04/02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李國權弟兄 / 駱潔儀 

主題/經文 後悔莫及的以掃   創世記 25:19-34 

招待 迎新  梁姚杏  黃莊美美  夏永芳  張敏青  

音響媒體 陳沅鉦  趙彥熙  蕭健斌  

點算奉獻 梁穎思  張新樹  

數三群體使命合一 
看英華粵各顯風姿 

修建聖殿奉獻承諾(至 2018 年 01 月 26 日)   參與者/團契 

BF01 ：兩年一人一日一元 $26,945 39 

BF02 ：兩年每天少喝一杯咖啡 $34,915 17 

BF03 ：修建澳亞城牆 $468,550 25+2(團契) 

BF04 ：免息貸款 $10,000 2 

83+2(團契)                                             Total   $540,410                                         

已收認獻金額：$398,865 

「歸還修建聖殿貸款」 專用帳戶 

Austral-Asian Chinese Church Inc 

BANK ： ANZ 

BSB ： 015-025   

A/C No. 906012665 

奉獻代號 

 

BF01 ：一人一日一元 

BF02 ：每天少喝一杯咖啡 

BF03 ：修建澳亞城牆 

BF04 ：免息貸款 



牧者的話(孫偉光牧師) 28.01.2018 
感 恩 與 代 禱 

1. 願神的話語成為每位奉獻者的祝福：「那賜種子給撒種的，

賜糧食給人吃的，必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又增添你

們仁義的果子。你們必凡事富足，能多多施捨，使人藉著

我們而生感謝神的心。(《和修本》哥林多後書 9:10-11)  

 

2. 為教會 2018 的願景禱告：「數三群體使命合一，看英華粵

各顯風姿」，求主賜三群體能力和智慧！ 

 

3. 為禮聘一位華語傳道求主供應！  

 

4. 為宣教基金 2018 目標$45,000 的的目標和使命禱告。 

 

5. 為教會正尋索加開中文堂崇拜禱告：感恩，因為主將得救人 

數加添給教會；代禱，求主賜外展得人的力量和智慧。 

 

6. 為 Naracoorte 中文團契於 14/1 命名為「撒母耳團」， 

選出團長、查經組長、財政和關顧，並正式隸屬於本會感 

恩。 

家 事 分 享 

網上奉獻銀行戶口： 

 

ANZ Banking Group  
 

Austral-Asian  

Chinese Church Inc 
 

BSB ： 015-025   

A/C No. 247911367 

 

Offering Type 奉獻項目及代碼 

A) 什一 Tithing 

(B) 主日 Regular 

(C) 宣教 Mission 

(D) 建堂 Building Fund 

(E) 神學基金 Theological Education Fund  

(F) 慈惠關顧 Care & Concern  

(G) 感恩/其他 Thanksgiving/Others 

21/01 崇拜奉獻：$3,654.95 

~ ~ ~ 請列明奉獻項目或代碼 ~ ~ ~ 

講題：第二誡  不可拜偶像    經文：出埃及記 20:4-6 

 

引論：王船山對偶像的評價：一口無言、二目無光、三餐 

不食、四肢無力、五官不靈、六親不認、七竅不通、 

八面威風、久坐不動、實在無用。 

本論：既然如此，為什麼人還要拜偶像？拜偶像的原因和後果 

1. 滿足自我 

 動機的問題 v4a      形像的誘惑 v4b     恐怖的意識 v5a 

2. 惹神嫉妒 

 神的要求：專一、真誠 v5a ；約 4:23 

 人的問題：不專、不真。太 23:25 ；腓 2:3 ；弗 5:5b 

 喜歡偶像：恨神 v5b、神恨。箴 6:16-17 

3. 禍及數代 

 直到三四代 v5b。追討 = 探訪 

 聖經的例子：創 20:2 ； 26:6-7 ； 27:18-19 ； 37:31-33 

 走出這陰影。太 16:24 
 

結論：神的應許 v6。戴德生的例子 

       戴德生 1832-1905,   73 歲   內地會創辦人 

 戴存仁 1861-1950,   89 歲   山東煙台 

 戴永冕 1894-1987，93 歲   河南開封 

 戴紹曾 1929-2009,   80 歲    台灣 

 戴繼宗 1959-     台灣、香港 

問題： 

1. 幾乎所有的民族都拜偶像。偶像有什麼吸引力？ 

2. 拜偶像的人有什麼動機？ 

3. 偶像崇拜是否真的靈驗？ 

4. 既然第一條誡命已經不允許我們有“別的神” 

5. 為什麼拜偶像等於恨神？ 

6. 神為什麼要嫉妒（忌邪）？嫉妒不是很不大方嗎？ 

7. 可否列舉一些無形的偶像？ 

8. 偶像都是一些“虛”的和“假”的東西。如果我們追求 

一些虛的和假的東西，是否等於拜偶像？ 

9. 為什麼神要追討拜偶像的罪到三四代？一人做事一人 

當。神是否不公平？ 

10.如何走出三四代的罪惡和陰影？人根本意識不到。 

11.怎樣才算是愛神？ 

兒童(29 人) 英語(34 人) 

總數： 311 人  早堂(  248 人)  

上主日(21/01)崇拜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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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 「生命之道」體驗課及事工分享會 

日期： 2 月 4 日(下主日) 時間：下午 2: 00 - 4:00 

地點：澳亞基督教會主堂 

講員：梁國權先生(「中神」生命之道事工主任) 

費用全免、無須報名、歡迎弟兄姊妹赴會 

 

3. 澳亞基督教會誠聘華語傳道 

@神學學士學位或以上 

@中英文良好，能用流利華語講道 

@熟悉中國文化，曾在澳洲生活者更佳 

@主力牧養及開拓華語大學生及職青群體 

@委身教會，事奉主動、積極、勤勞及有創意 

@具團隊精神，並協助主任牧師完成教會使命 

有意者請繕寫申請信附詳細履歷，於三月四日前電郵至

aacc_chinese@yahoo.com.au 

  

4. 兒童事工 Awana、Awana Youth 及 BB Worship 於 4/2 

(下主日)上午 11 時，恢復聚會。 

 

 

 

 

 

 

 

 

 6. 教會需要信徒的禱告，弟兄姊妹請一起來感恩和祈求： 

@金香爐華語祈禱會，4/2(主日)，上午 10:20，副堂。 

@教會禱告會，7/2(三)，晚上 7 時，主禮堂。 

5.    2018 年 2 月份主日崇拜信息： 

日期 崇拜信息(講題或會不同) 經文 講員 

4/2 後悔莫及的以掃 創 25:19-34 梁國權 

11/2 尋求神的新一代 詩 24 篇 李秉源 

18/2 從年幼到年老的信 詩 71 篇 李秉源 

25/2 走在神的光中 約壹 1:1-7 楊坤元 

家 事 分 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