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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11:30am 

星火燎原    

雅各書 3 章 1-12 節 

證道：梁健雄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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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耶穌掌權    我往哪裡去    更深充滿我 

禱告 
奉獻：堂費   

星火燎原    雅各書 3 章 1-12 節 

聖餐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 默禱  
愛筵謝飯 

本主日   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梁健雄傳道/庄喜梅 

招待 迎新 陳愛華  黃莊美美  周菡  廖翁玉娟  

音響媒體 李鈺瀅  岑梓樑   貝朝毅  

點算奉獻  羅曉聆  王俊文  梁穎思  

26/08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李秉源牧師/盧倩儀  

主題/經文 我在哪裡你也在哪裡  詩篇 139 篇 

招待 迎新 張毓珍  梁姚杏  張敏青  王莹  

音響媒體 孔叡  趙彥熙  周欣杰  

點算奉獻 周菡  張新樹  林小淳  

數三群體使命合一 
看英華粵各顯風姿 

粵語 分齡 聚會時間 

迦勒團 長者 隔週四 11:00am 

以諾團 中年 週六 10:30am 

迦南牧區 成年 週五六日分地區 

職青團(WYZ) 職業青年 週一 五 分地區 

粵青團(CYF) 高中大學生 週六 10:00am 

 華語 分齡 聚會時間 

保羅團 長者 主日 1:30pm 

安得烈團 成年+中年 主日 1:30pm 

伊甸小組 年青夫婦 主日 2:15pm 

約書亞團 職業青年 週五 7:00pm 

雅各團 中年+成年 週六 5:00pm 

華青團 大學生 週六 5:00pm 

團 契 區 牧 聚 會 表 

嬰孩 (8 人)導師/家長 (10 人) 英語(41 人) 
總數： 

411 人  AWANA (61 人)老師(10 人) 早堂(  281 人) 

上主日(12/08)崇拜人數 

Gold Coin DonationGold Coin 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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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請列明奉獻項目或代碼 ~ ~ ~ 

家 事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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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週年會員大會，謹定於九月廿三日下午二時在教會主堂 

舉行。會員提出討論動議，今天已截止。 

 

3. 教會章程新修定：新章程草擬已張貼流動板上。並印製冊子 

請弟兄姊妹先自行取閱。9/9 下午 2 時舉行「家事會議」商 

討。 

 

4. Awana ：@ 下主日 Birthday Celebration-Bible Characters 

@ 2/9(主日)父親節獻詩 

 

5. 基督信仰與倫理抉擇班(浸禮班) 

日期： 16/9-7/10(共四節) 

對象：未受浸的信徒 

內容：(1)認識基督教真理的兩條腿：信仰教義 + 倫理抉擇 

(2)信仰教義乃教導我們所信的真道內容；倫理抉擇 

是指明基督徒在世生活應作的抉擇和該守的價值。 

(3)經訓：「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裏，可以聽見你們 

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 

信的福音齊心努力。」(腓 1:7) 

下主日(26/8)開始接受報名。 

牧者的話(梁健雄傳道) 19.08.2018 

講題：星火燎原   經文：雅各書 3:1-12 

 

聽道筆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短文分享：<水能覆舟亦能載舟> 

 

雅各書用了負面的角度帶出謹慎口舌重要性， 其破壞力

之強也用了不少的比喻去形容，本文嘗試以正面的角度

去帶出說話的重要性，故文章以 “水” 做主題，與講題

的 “火”做一個對比。 

 

一句說話可以摧毀別人、星火燎原；一句說話也可以拯

救世人、撲滅火源。既然如此, 我們也該好好學習如何說

正面的話。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裏” (箴 25:11)  

“一句壞話也不可出口，只要隨著需要說造就人的好

話，讓聽見的人得益處。不要使神的聖靈擔憂......”

(弗 4:29-30 上) 

 

聖經在其他地方都有不少關於說話的教導，至於什麼是 

“合宜”、什麼話說了讓人 “得造就”、“得益處”則

是我們需要去花心思去學習的事情。其背後的理念都離不

開愛人如己，這些都是一生之久的功夫。建議學習的原則

首先根據聖經教導, 再參與其他說話技巧、心理學、輔導

學等書藉，盼能達致 “用鹽調和”(西 4:6)的效果。 

感 恩 與 代 禱 

1. 願神的話語成為每位奉獻者的祝福－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

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

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

容。  (瑪拉基書 3:10)   

 

2. 為吳蘭美傳道禱告，這幾天在新加坡覆診，求主憐憫和醫治

她身上的腫瘤。  

 

3. 為柯淑芬傳道禱告，她患上「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視覺上有複視，經注射類固醇後漸漸康復，求主

醫治。 

 

4. 為打算接受浸禮的信徒禱告，求主使用 9-10 月的「基督信

仰與倫理抉擇班」，能幫助他們認識真道，並勇敢地活出信

仰。 

 

5. 為 25/10「合一守望」祈禱會和 26/10「我們在天上的父」

培靈音樂會禱告，此乃《南澳基督教聯合會》成立後與《同

心圓》合辦的第一個獻呈，盼能招聚南澳眾華人信徒，相聚

一起，同心敬拜、祈禱，並領受聖靈的恩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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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建聖殿奉獻承諾(至 2018 年 08 月 15 日)   

已承諾認獻：$553,380.00       已收認獻：$526,534.70                     

目標 74 萬元，仍需要弟兄姊妹的認獻支持， 

「認獻表」備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