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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11:30am 

第八誡不可偷盜 

出埃及記 20 ： 15 ；申命記 5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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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耶和華以勒      聖潔歸於祢  

主懇求袮 
禱告 

奉獻：堂費  / 宣教 

第八誡不可偷盜  出 20 ： 15 ；申 5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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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偉光牧師/麥淑蘅  

招待 迎新 周菡  夏永芳  廖翁玉娟  黃莊美美  

音響媒體 羅曉聆  陳浩賢  周欣杰  

點算奉獻 羅曉聆 王俊文 梁穎思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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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神過於信人  詩篇 146 篇 

招待 迎新 張敏青  張毓珍  黃嘉玲  王莹  

音響媒體 李鈺瀅  趙彥熙  陳沅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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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14-16/12(周五至周日) 
地點： Adare Camp and Caravan Park 
          20 Wattle Drive, Victor Harbor 
價格：成人$100 (10 月 28 日以前報名$90) 
         兒童$50(4-16 周歲)    4 歲以下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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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牧者的話(孫偉光牧師) 02.09.2018 

講題：第八誡不可偷盜      經文：出 20:15;申 5:19 
 

引論：這誡命很簡單，和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一樣。 

本論：它沒有說明偷什麼；可以是偷錢、偷東西、偷懶、偷人、 

              偷時間、偷換。 

 偷盜的定義：拿取不屬於你的東西。 

偷盜的範圍可以是 

1. 偷錢    直接偷錢 

            間接偷錢：瞞稅，羅 14:6-7a ；借錢不還， 

                              太 5:26 ；欺騙，箴 11:1 

            強搶金錢：敲詐，路 19:8 

2. 偷物    偷東西（超市等）、摘果子 

            不問自取，多 2:10（單位、飛機、洗手間、 

                麥當勞、酒店、自助餐） 

強搶、霸佔，王上 21:15 
 

3. 偷其他事物 

 偷知識（抄襲） 

 偷/搶人，創 29:16-19（拐賣小孩、奴隸、女人）， 

       搶別人妻，太 14:3-4，女友男友 

 偷榮耀：徒 12:21-23 ；帖前 2:6 

 偷時間：遲到、長篇大論等 
 

結論：尊重別人的財產、時間、知識等，也尊重神的榮耀。 

問題： 

1.  有人認為，政府已經太多錢了，不應該再抽那麼多稅，所以 我

可以瞞稅。對嗎？ 

2.  也有人報稅時，把很多私人的支出都算為公司的支出，可否這 

樣？ 

3.  可否問教會的弟兄姊妹借錢？ 

4.  教會一位弟兄是作裝修的，你請他裝修房子，以為他會算便宜

一點，誰知他的收費一點也不便宜。加上你認為他用的材料不

好，手工也不好。你覺得他有欺騙的成分。你應該怎樣做？ 

5.  遲到是很多基督徒的習慣。到底有沒有問題？ 

6.  有人在酒店中把衣架、毛巾拿走，說“他們把這些已經計算在

酒店費內了”，可以嗎？但酒店中的小肥皂，我只用了一天，

可否拿走呢？ 

7.  一位年青的姊妹，和一位有婦之夫貪戀愛，並說：“我們是真

心相愛的，反正他和太太已經沒有感情了”。你是否同意？ 

8.  如果某人已經有女朋友，你（男人）可否追求她？ 

9. 今天，請人代考或抄襲已經是很普通的事，對人也沒有傷害，

基督徒可否如此？如有人請你代考或要求抄襲你的東西，你可

否為了幫助他而照辦？ 

10. 為什麼保羅沒有向人求榮耀（帖前 2:6）？ 

感 恩 與 代 禱 

1. 願神的話語成為每位奉獻者的祝福－在耶和華－你神所選擇的

地方朝見他，卻不可空手朝見。各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

華－你神所賜的福分，奉獻禮物。(申命記 16:16-17)  
 

2. 為首屆華語家庭營(14-16/12)禱告，主題是「華人‧移民‧愛回

家」；特別為正開展的宣傳工作和接受報名，求主預備！ 

 

3. 為 9/9 的家事會議和 23/9 的年會禱告，求主賜執事會和教牧

團智慧，帶領會員辦理好教會的修章和分析事宜。 

 

4. 為預備高考的 12 年級學生們禱告，求賜能力、添平安，並祝 

福他們能考進理想的大學和科系。 

 

5. 為華語傳道職申請者黃牧師一家三口計劃於 21/9-3/10 光臨 

本會。為聘牧小組的接待、約見和安排聚會等禱告，求主的 

印證也臨到。 

 

6.澳洲執政聯盟的新內閣成員剛於 27/8 就職。為新總理 Scott 

Morrison 的領導和施政禱告，帶領國家面對各種挑戰：畜牧

農林業受著乾旱影響、綠色能源的開發、貿易戰下的經濟陰

霾、年青人就業和出路、移民政策的緊與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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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會員預留時間出席。 
 

3. 教會新章程草擬 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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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信仰與倫理抉擇班(浸禮班)於 16/9-7/10(共四節) 開課，     

現已開始接受報名。 
 

5. 親友聚會於 4/9(二)上午十時半在副堂舉行，孫偉光牧師 

    分享信息，歡迎華語的親友參加。 

 

6. 教會需要信徒的禱告，弟兄姊妹請一起來感恩和祈求： 

  @教會禱告會，5/9(三)，晚上 7 時，主禮堂。 

    @金香爐英語禱告會，9/9(日)，上午 10:30，新堂。  
 

7.《南澳基督教聯合會》與《同心圓》合辦： 

    @「合一守望」敬拜祈禱會： 25/10(四)，晚上 7:30， 

         澳亞基督教會 

 @「我們在天上的父」培靈音樂會： 26/10(五)，晚上 7:30， 

     基督教安利聖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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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同工動態：楊坤元傳道於 6-7/9 放取年假。 
嬰孩 (13 人)導師/家長 (10 人) 英語(41 人) 

總數： 

392 人  AWANA (57 人)老師(10 人) 早堂(  261 人) 

上主日(26/08)崇拜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