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願神的話語成為每位奉獻者的祝福－我說這話，並不是命令你們，而是藉著別人的熱忱來考驗你們愛心的真誠。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好使你們因他的貧窮而成為富足。  (哥林多後書 8:8-9) 《和修本》   2. 為教會今年的目標之一「關心群體，活出福音影響力」禱告，願主的能力因著我們合一的順服和服侍得以大大地釋放。  3. 為教會下一代(移二代、信二代)和作父母親禱告，在這世俗和價值觀混淆的世代裡，願聖經的真理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4. 為今年九月底「菲濟訪宣服侍行」招募隊員禱告，求主預備更多青少年參加，踏出澳洲，體驗宣教，作主精兵！  5. 為「澳亞華福 2019 大會」圓滿結束感恩，163 位教會領袖和 15 個福音/宣教機構出席，週五晚奮興會更有約 400 個南澳信徒參加。願榮耀、頌讚歸於我們在天上的父！ 

感感感感    恩恩恩恩    與與與與    代代代代    禱禱禱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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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崇崇崇    拜拜拜拜    事事事事    奉奉奉奉    人人人人    員員員員    表表表表     本主日(24/03) 下主日(31/03) 證道 / 翻譯 孫偉光牧師/周奉椿  李秉源牧師/陳肖暉  招待 迎新 王莹  廖翁玉娟  夏永芳  饒承武  沈譚碧蓮  陳愛華  黃莊美美 夏永芳  音響媒體 孔叡  羅曉聆  王順興  林冠宇  岑梓樑  貝朝毅  點算奉獻 梁穎思  周菡  陳夢  羅曉聆 林小淳  張新樹  
上主日(17/03)崇拜人數 

週二 10:30am 親友聚會(華語) 週三 10:00am BB Playgroup  週四 7:30pm  乒乓球 週五 10:00am 讚美操 
週間其他活動  粵語 3/4  7pm 梁傳道 宣教 14/4 10:20am 譚弟兄 英語 14/4  11am 楊傳道 華語 21/4  10:20am 李牧師 

祈禱會 (下次舉行) 負責同工 
BB Worship ( 7 人)   導師/家長( 10 人) 英語 ( 40 人) AWANA ( 69 人)老師( 14 人) 早堂 ( 273 人)  總數： 413 人 

24/ 03 / 2019 

日期 經文 25/3 星期一 出 8-9 26/3 星期二 出 10-11 27/3 星期三 出 12 28/3 星期四 出 13-14 29/3 星期五 出 15-16 30/3 星期六 出 17-19 

主日崇拜程序表 主日崇拜： 9:30am  英語 11:00am 親子崇拜 11:00am AWANA 兒童 11:30am 成人(粵語/華語)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羅馬書要救一切相信的。(羅馬書要救一切相信的。(羅馬書要救一切相信的。(羅馬書 1:16)1:16)1:16)1:16)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1. 建立讀經生活， 認識神更深。 2. 關心群體， 活出福音影響力。 3. 全民起動， 開展主的國。 
給海外華人一個家      建立強壯的新一代 

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祢眼目必看顧這地    輕輕聽    榮耀的呼召 禱告 奉獻：堂費   證道：聆聽神的聲音 經文：撒母耳記上 3 章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 默禱  本週金句：出 19:5 如今你們若真的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          294-300 Morphett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aacc_chinese@yahoo.com.au www.aaccsa.org.au 8231 9993 



牧者的話(孫偉光牧師) 24.03.2019 題目：聆聽神的聲音             經文：撒上 3 章      引論：耳朵是個奇妙的器官，聽覺是最後才失去的感覺。  本論：聖經出現多次「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經文好像很簡單，就是神四次向一位小孩說話。  它指出一個悲哀：人的聽覺出了問題  1. 神的話稀少 v1 
• 不應該如此 
• 有耳而不聽 
• 向小孩說話 v4-5  2. 祭師的遲鈍 
• 第二次說話 v6a 
• 以利聽不見 v6b 
• 第三次說話 v7-8；詩篇 62:11；伯 33:14；拿 3:1-2  3. 嚴重的警告 
• 不願意聽的事 v11；耶 19:3 
• 災禍必然臨到 v12-14 
• 小孩警告大人 v15、18  結論：神的同在、人的認可 v19-20  神的啟示、人的傳揚 v21  問題討論：  1. 第 1節說：「孩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事奉耶和華」，為什麼第 7節又說他未認識耶和華呢？ 2. 第 1節又說：「在那些日子，耶和華的言語稀少」，語氣表明這是否一個正常的現象？ 3. 其實神向撒母耳說的話是關於以利的，為什麼不直接向以利說？ 4. 以利為什麼要到第三次才明白是神呼喚這小孩？ 5. 神在之前（2:31-34）不是已經藉著一位先知（2:1）向以利宣告了祂會降禍給他的後代嗎？6. 你覺得小孩子對神是否比大人更敏銳？自由分享 7. 遲鈍好像不是一件罪，但對神遲鈍是什麼一回事？會有什麼後果？ 8. 為什麼一些人到了某個年紀便無法把別人的意見聽進去？是面子問題？自由分享。 9. 一個人每天看聖經，會否陷入「有耳聽不見」的局面？ 10. 如果有兩位弟兄姊妹向我們提出同一個意見，可否不理？如果一篇道我們聽過兩次， 是否浪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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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 2時特別講座：「建立強壯信二代的親子教育」 講員：陳尚獻博士(Dr. Sam Chan，City Bible Forum 的著名講員。請留步參與。  3. 中神「生命之道」培靈會      主題：我要向山舉目                           講員：梁國權主任 日期： 26/3 週二，晚上 7-8:30  歡迎弟兄姊妹赴會   4. 31/3 讀經攻略季會 內容：敬拜、分享讀經心得、 讀經難題解答、互相支持禱告 負責人： Cyril       日期： 31/3 (主日)       時間：下午 2 ： 00-3 ： 00      地點：大堂 宣傳：可將讀經問題經電郵發送到 cyril@aaccsa.org.au，或於崇拜後放於問題收集箱。  5. 基督信仰與倫理抉擇班(浸禮班) 日期： 14/4-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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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開始接受報名。  6. 生命之道書卷「利未記」於 2/4(週二)晚 7時正開始上課，已報名的弟兄姊妹請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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