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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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27/10)崇拜人數 

團團團團    契契契契    區區區區    牧牧牧牧    聚聚聚聚    會會會會    表表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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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青團牧區 職業青年 週一 五 分地區 粵青團 高中 大學生 週六 10:00am 

華語 分齡 聚會時間 保羅團 長者 週三 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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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 大學生 週六 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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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7pm 梁傳道 宣教 10/11 10:20am 譚弟兄 英語 10/11  11am 楊傳道 華語 17/11 10:20am 李牧師 
祈禱會 (下次舉行) 負責同工 

 本主日(03/11) 下主日(10/11) 證道 / 翻譯 孫偉光牧師/麥淑蘅  梁健雄傳道/唐一暉  招待 迎新 周依依  周菡  陳林玉蓉  陳愛華 王莹  蘇醒  陳林玉蓉  沈譚碧蓮  音響媒體 周欣杰  陳可盈  貝朝毅  李鈺瀅  張雨恩  貝朝毅  點算奉獻 馮曉筠  陳夢  梁穎思  張新樹  周菡  陸國鴻  林小淳  

BB Worship (6 人)  導師/家長 (2 人) 英語 ( 29 人) AWANA ( 61 人)  老師 ( 9 人) 早堂 ( 262 人)  總數： 369 人 

03/ 11 / 2019 

日期 經文 4/11(一) 箴 13-14 5/11(二) 箴 15-16 6/11(三) 箴 17-18 7/11(四) 箴 19-20 8/11(五) 箴 21-22 9/11(六) 箴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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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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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的江河   榮耀的呼召 禱告 奉獻：堂費  / 宣教 證道：外貌與內心  經文：  撒母耳記上 16 章 1-13 節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 默禱  本週金句： 箴 30:5 神的言語句句都是煉淨的， 投靠他的，他便作他們的盾牌。         294-300 Morphett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aacc_chinese@yahoo.com.au www.aaccsa.org.au 8231 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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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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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牧者的話 (孫偉光牧師) 03.11.2019  

家家家家    事事事事    分分分分    享享享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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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 2020 年月曆已預備好，請弟兄姊妹崇拜後在活動廳索取。  3. 教會於 25/12 上午 10 時舉行聖誕崇拜，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 

講題：外貌與內心               經文：撒母耳記上 16:1-13  引論：今天，很多人都重視外貌，花在外貌上的錢，遠多於花在內心的。 本論：先知撒母耳知道神厭棄掃羅，要立另一人作王。誰有資格作新王？神選擇的 標準是什麼？重大選擇（決擇）的三原則： 1. 選擇的前奏：•  收拾心情 v1       •  一些防範 v2-3       •  為了平安 v4-5  2. 選擇的過程：• 人的看法 v6-7a,8-10    • 神的看法 v7b,11    •人的外貌 v12   3. 選擇的標準：  內心是什麼心？ v7b ；詩 22:9-10     大衛與歌利亞 17:4、13、17、26b、28、45 信心決定一切。加 5 ： 6、14 ；西 3:14          是什麼與做什麼 v13  結論：沒有安全感的表現：信心、自信與信任。代上 27:18           既勇敢又謙卑 17:46a、47  討論問題： 1. 撒母耳為什麼要為掃羅悲傷？他悲傷了多久？神為什麼要他停止悲傷才膏立另一個王？ 2. 撒母耳怎知道掃羅會殺他？ 3. 神叫撒母耳帶一隻牛去獻祭，並要他對詢問的人這樣說，是否叫他撒謊？ 4. 那城裡的長老為什麼戰戰兢兢？他們為什麼不直接問：“你是否來膏立另一個人作王”， 而要問他是否為平安而來？ 5. 撒母耳為什麼一看見耶西的長子以利押，就以為這人是神選擇的新王？ 6. 神用什麼方法向撒母耳說話？是一個聲音嗎？ 7. 到第二個兒子亞比拿達時，撒母耳已經不需要神的說話，而直接說：“耶和華不揀選 他”，一直到第七個也是這樣。他怎麼知道？ 8. 原來耶西還有個小兒子。耶西有沒有把他預算在“候選人”之內？ 9. 撒母耳為什麼堅持要看大衛，不然就不開飯？ 10. 這時，神又說話了，說明“就是他”。神不是不看外貌嗎？為什麼聖經又提到大衛的外貌 11. 神看內心，是看內心中的什麼？如果詳細大衛的生平，會發現很多優點和缺點，令人迷失 但這時大衛還未作很多事。他內心有什麼，令神要揀選他？ 12. 為什麼信心這麼重要？ 13. 信心、自信和信任有什麼關係？ 14. 為什麼一個有信心（和自信）的人，會有勇氣說誠實話？ 15. 如果我缺乏自信，怎樣提高自己的自信？     ~ ~ ~ 請列明奉獻項目或代碼 ~ ~ ~ 網上奉獻銀行戶口：：：：        
ANZ Banking Group   
Austral-Asian  

Christian Church Inc 
 

BSB： 015-025   

A/C No. 312391098 
Offering Type 奉獻項目及代碼 上主日 27/10 奉獻 A) 什一 Tithing $40.00 (B) 主日 Regular $2,697.60 (C) 宣教 Mission $1,010.00 (D) 建堂 Building Fund $0.00 (E) 神學基金 Theological Education Fund  $0.00 (F) 慈惠關顧 Care & Concern  $0.00 (G) 感恩/其他 Thanksgiving/Others $3,361.00 *  不包括網上奉獻                              合計  $7,108.60 

感感感感    恩恩恩恩    與與與與    代代代代    禱禱禱禱    「你也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是要苦煉你，試驗你，    要知道你心內如何，肯守他的誡命不肯。」(申命記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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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空手朝見耶和華。各人要按自己手中的能力，照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福，奉獻禮物。      (申命記 16:16-17) 《和修本》   2.  為聘主任牧師小組(李秉源、譚祖德、鄧炯光、黃嘉儀、貝朝毅)正加緊工作禱告；求主賜給教會最合適的牧者！  3.  為學生預備功課、期末考試或聯考禱告、求主保守他們身心靈的健康和有智慧安排時間  4.  為 6-8/12 粵語家庭營的講員褚永華牧師、籌委會需要預備的事宜禱告。  5. 為英青籌備 25/12 聖誕崇拜事宜禱告。  6.  為 2020 教會的主題「我們都是一家人」及相關事工的策劃禱告，求主加添領導力給教牧團和執事會。 2019 年宣教基金目標 $45,000        截止九月份已收獻金 $42,378.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