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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11:30am 

 我豈能不愛惜呢？ 

約拿書 4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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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於祢  我們愛戴的王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禱告 

奉獻：堂費    

我豈能不愛惜呢？   約拿書 4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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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嘉玲  夏永芳  廖翁玉娟  饒承武  

音響媒體    陳浩賢  羅曉聆  貝朝毅  

點算奉獻 周菡  陸國鴻  羅曉聆  

16/12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梁健雄傳道/庄喜梅  

主題/經文 忍耐  雅各書 4:7-5:20 

招待 迎新   黃莊美美  周菡  張敏青  

音響媒體  李隆  岑梓樑  王順興  

點算奉獻 周菡 張新樹  梁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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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導師/家長 (16 人) 英語(30 人) 
總數： 

343 人  AWANA (61 人)老師(10 人) 早堂(  216 人) 

上主日(02/12 )崇拜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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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2.2018 

講題： 我豈能不愛惜呢？      經文：約拿書 4 章(和修本)  
   

經文的查考與分享 

1. 約拿所認識的神是「有恩惠，有憐憫的神，不輕易發怒， 

有豐盛的慈愛」(2)。這聲明儼然成為以色列人所恪守的 

信條。在舊約聖經裡，有多段經文有類似的認信。分配 

組員，讀出經文：出 34:6-7; 代下 30:9; 尼 9:17; 珥 2:13; 

 鴻 1:3; 詩 103:8 和詩 145:8-9。 

 

2. 神赦免了尼尼微城，既是出於他的恩惠、慈愛和憐憫， 

那麼約拿為何會如此不悅和忿怒？原因是： 

(a)沒戲：看不見尼尼微城的毀滅 

(b)失望：上帝竟恩待罪大惡極的人 

(c)羞恥：他成了假先知 

 

3. 約拿算得上是個真性情的男子。不高興，就大大不悅(1) 

開心時，就大大歡喜(6)。約拿大大歡喜的原因是： 

(a)涼快感：那棵蓖麻給他涼蔭 

(b)蒙恩感：上帝恩待他這個叛逃的先知 

(c)經歷神蹟：看見蓖麻竟一日就長大成蔭 

 

4. 按第 5 節，約拿採取主動，表達他的態度。 

4.1 約拿做了甚麼？他有甚麼心態？他的「靜坐」能對上帝 

做成怎樣的壓力？ 

4.2 靜坐是平民百姓對在上執政掌權者所採取的施壓行動之 

一。你曾參加過嗎？見到果效嗎？基督徒可以發起或參 

加「靜坐」嗎？ 

 

5. 上帝也行動起來，他作了哪三個行動？對解開約拿的心結 

能起作用嗎？甚麼作用？ 

 

6. 約拿兩度求死。 

6.1 第一次求死(3)的原因是甚麼？你認為合理嗎？ 

6.2 第二次求死(8)的原因又是甚麼？與第一次最大的不同 

是甚麼？ 

6.3 神都沒有同意，反而兩度反詰(反問)他(4,9)。求死與 

自殺是不是一樣？聖經有沒有自殺事件？神會「容 

許」信徒自殺事件的發生嗎？ 

感 恩 與 代 禱 

1. 願神的話語成為每位奉獻者的祝福－「少種的少收，多種

的多收」，這話是真的。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

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 

(哥林多後書 9:6-7)  

 

2. 為「三明兒童村訪宣服侍」招募隊員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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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澳亞讀經攻略」的推動禱告：感恩，已有超過 200 人

報名參加此兩年的讀經計劃；主啊！求你使澳亞「明白你

的訓詞，就思想你的奇事。」(詩 119:27) 

 

4. 為下週末華語家庭營參加的 90 位弟兄姊妹和家人禱告，

讓“華人‧移民‧愛回家”的主題得藉著證道、分享和三天的

生活，一同經歷從上而來的祝福！ 

 

5.求主使用 23/12 聖誕主日崇拜的信息「聖誕的啟示」並之

後的聖誕午餐，既是信徒相聚歡慶聖誕，也是慕道初信朋

友得明白福音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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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於崇拜後舉行澳亞讀經攻略啟動禮(約 5 分鐘)請所有已 

報名的弟兄姊妹留步，屆時會派發書卷簡介及講解讀經攻略 

的各種安排。詳細及查詢：梁傳道。  

 

3. 華語家庭營於 14-16/12 在 Victor Harbor 舉行； 16/12 主 

日營會裡，同樣有聖餐崇拜。今備有“入營須知”，請到新 

朋友登記桌取閱！ 

 

4. 教會事工，聖誕期間開始休息，假期完結重開會儘快通知： 

1. Playgroup 19/12                  2.  乒乓球 20/12 

3. 讚美操 21/12                         4. 親子崇拜 23/12 

5.    AWANA 23/12 (期間有兒童崇拜 11:30-12:45) 

 

5. 教會辦公室於聖誕期間： 25/12-27/12(週二至週四)休息。 

 

6. 梁健雄傳道於 27-29/12 放取年假。 

 

7. 從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教會網上奉獻銀行戶口更新： 

Bank ： ANZ Banking Group  

BSB ： 015-025   

A/C No. 312391071 

A/C Name ： Austral-Asian Christian Church Inc 

7. 最後兩節(10-11)是上帝向求死的約拿所作的反詰，從全 

書故事的發展和佈局來說，稱得上是作者的「神來之 

筆」；這「反詰」也回答了許多的疑問。組員(一人一句) 

對以下語句逐一回應： 

7.1 神對待人的手段是會改變的，但祂對人的愛心卻從未變 

  改。 

7.2 約拿對蓖麻的生與死談不上半點的責任，但神對尼尼微 

城的生與死皆負全責。 

7.3 約拿對蓖麻的情遠低於神對尼尼微城的情。 

7.4 神的拯救不局限於人類社會，還及於牲畜動物，甚至遍 

及全宇宙。 

7.5 神對孩童的愛惜是特別的特別。 

7.6 約拿有沒有「悔改」與「改變」不是作者最大的關心。 

7.7 作為讀者的你的「悔改」與「改變」才是《約拿書》寫 

作的目的。 

 

學道行道 

組長帶領： 

(1) 讓組員安靜：「假若你是約拿，你會怎樣回應神呢？」 

(2)組員逐一藉禱告來回應神給我們的教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