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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使約拿    

約拿書 3:1-10(和修本) 

證道：李秉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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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乎祢  在這裡  我的心你要稱謝耶和華 

禱告 
奉獻：堂費    

嬰孩/兒童奉獻禮 

信使約拿  約拿書 3:1-10(和修本)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 默禱  

本主日   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李秉源牧師/盧倩儀  

招待 迎新 王莹  黃嘉玲  沈譚碧蓮  夏永芳  

音響媒體   李隆  陳可盈  周欣杰  

點算奉獻 周菡  陸國鴻  梁穎思  

02/12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孫偉光牧師/麥淑蘅  

主題/經文 第十誡不可貪戀人的一切  出 20:17-21 

招待 迎新   張敏青 黃莊美美 沈譚碧蓮 王莹  

音響媒體  陳浩賢  趙彥熙  貝朝毅  

點算奉獻 林小淳 張新樹  王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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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導師/家長 (5 人) 英語(30 人) 
總數： 

340 人  AWANA (59 人)老師(11 人) 早堂(  228 人) 

上主日(18/11)崇拜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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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源牧師) 25.11.2018 

講題： 信使約拿      經文：約拿書 3:1-10(和修本) 
  

信息大綱 

1.宣告與求告(Call)          2.悔改與轉意(Turn) 
 

引言 

著名舊約學者 Leslie C. Allen 發現《約拿書》的經文有非常

對稱的結構，即前兩章對比後兩章；作者藉著故事的發展，

刻意將以色列人(=約拿)與外邦人(水手和尼尼微人)對上帝作

為的回應，以說明上帝在新時代的心意。 

約 1-2 章          A. 約拿不順服耶和華(1:1-3) 

                           B. 水手尊崇耶和華(1:4-16) 

                           C. 約拿得拯救(1:17-2:10) 
 

約 3-4 章          A’約拿順服耶和華(3:1-4) 

B’尼尼微人悔改(3:5-10) 

C’約拿的譴責(4:1-11) 

按這結構，由三個組員分別就 A&A’、B&B’和 C&C’作

說明，說明作者想要表達的信息。 
 

經文的查考與分享 

1. 破題。先為「信使」(messenger)下個定義。約拿算不

算是一個稱職的信使？作為基督徒的你，你覺得自己稱得

上是福音的信使嗎？ 
 

2. 閱讀第 3-4 節。 

2.1「約有三天的路程」，即約有 80-90 公里。 

以下哪個是最有可能的？ 

a. 走三天路就從海邊抵達尼微微城 

b. 走三天路就可圍城一圈 

c. 走三天路就可貫穿大城(即從東到西) 

2.2「約拿進城，走了一天」。這反映了約拿在實踐 

使命上的盡忠盡力度有幾分？(以 100 分為滿分) 

2.3 約拿宣告的信息是「再過四十天，尼尼微要傾覆 

了！」(a)你覺得這算得上是「好信息」嗎？ 

(b) 約拿有準確地宣告神給他的信息？ 
 

3. 參考引言的「經文結構」，聚焦 A’的故事，即 1-4 節 

3.1 約拿的順服是甘心樂意還是為勢所迫的呢？ 

3.2 約拿的順服對神的信息的宣告起到怎樣正面的效果？ 

3.3 約拿(Jonah)在希伯來文裡是「鴿子」(dove)。查閱何西   

      阿書 7:11 和 11:11，以認識「約拿」一名比喻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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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裡多位軟弱肢體多多代禱，求主看顧和醫治： 

 王漢聰、繆子珍、邱祖銘、邱蕙卿、黃錫謀。 
 

3. 為招募「三明兒童村訪宣服侍」的隊員禱告，求主興起 

年 輕一代接大使命的棒，藉活出愛來宣揚主的福音。 
 

4. 為「澳亞讀經攻略」的推動禱告：感恩，已有近 150 人

報名參加此兩年的讀經計劃；祈禱，求上帝的話語恆常是

我們澳亞基督教會的「腳前燈、路上光」。 
 

5. 阿德萊德又一次大停電(30,000 戶) 禱告，求主賜智慧和

決心給南澳省的省長和執政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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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NA 慶祝聖誕：日期： 9/12 主日     時間：上午 11 時 

主題：聖誕的喜悅     適合年齡： 3-12 歲 

內容：聖誕故事、遊戲、手工、聖誕禮物。 

 

3. 預告：「澳亞讀經攻略」乃教會推動兩年(2019-20)讀畢 

     新舊約聖經的運動，歡迎參加！詳情逐步公布，查詢可找 

     梁健雄傳道。 

 

4. 教會需要信徒的禱告，弟兄姊妹請一起來感恩和祈求： 

@金香爐華語禱告會，2/12(日)，上午 10:20，副堂。 

@教會禱告會 5/12(三)晚 7 時：感恩(執事們帶領)    

十二月份主日崇拜信息： 

日期 崇拜信息(講題或會不同) 經文 講員 

2/12 第十誡不可貪戀人的一切 出 20:17-21  孫偉光 

9/12 我豈能不愛惜呢？ 拿 4 章 李秉源 

16/12 忍耐 雅 4:7-5:20 梁健雄 

23/12 聖誕信息 太 2:1-11 李秉源 

30/12 待定 待定 梁健雄 

AWANA Calendar (Term 4) 

2/12 Week 1 Regular Awana Day 

9/12 Week 2 Christmas Celebration  

16/12  Week 3 Birthday Celebration  

23/12  Week 4 Term Break 

4. 聚焦 B’的故事，即 5-9 節。 

4.1 尼尼微人與水手(即 B 的故事)，在以色列人眼中，他們 

算是甚麼樣的人？ 

4.2 尼尼微人全城悔改(如同第一章全船人都尊崇耶和華)， 

你覺得這是約拿所樂見的嗎？ 

4.3 從第 5,6 和 8 節尋找一物件。哪是甚麼？在全城向神表 

達悔改，這物件代表甚麼？ 
 

5. 閱讀第 2,4,5 和 8 節，「宣告」(preach, proclaim)和

「求告」(pray)在原文裡是同一個字。(鼓勵組員參閱多

幾個譯本) 

5.1 出現幾次？有哪兩個重要的用法？ 

5.2 作者想要表達甚麼重要的信息？ 

5.3 對今天要作神的信使的我們來說，有甚麼重要啟示？ 
 

6. 閱讀第 8,9 和 10 節，「回轉/離開」(turn) 和「回心轉

意/改變心意」(repent) 在原文裡是同一個字。(鼓勵組員

參閱多幾個譯本) 

6.1 出現幾次？有哪兩個重要的用法？ 

6.2 作者想要表達甚麼重要的信息？ 

6.3 這對今天要作神的信使的我們來說，有甚麼重要的 

啟示？ 
 

7. 尼尼微人改變了，神改變了，你認為約拿改變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