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秉源牧師   0412 860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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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 下主日(17/05) 證道 / 翻譯 李秉源牧師 /盧倩儀   李秉源牧師 /盧倩儀   敬拜隊 劉稀銘  譚穎思  音響媒體 貝朝毅  貝朝毅  

上主日(03/05)崇拜人數 現場禮堂崇拜 英語 (5 人) 粵/華語 (8 人) 網上點擊人數 英語 ( 95 人) 粵/華語 (146 人) Awana 網上人數 (33 人) 總數： 287 人 

團團團團    契契契契    區區區區    牧牧牧牧    聚聚聚聚    會會會會        ((((網網網網    上上上上    舉舉舉舉    行行行行))))    

祈禱會 (網上舉行) 負責同工 華語 07/6 10:20am 李牧師 粵語 03/6 7:00pm 梁傳道 宣教 14/6 10:20am 譚弟兄 
粵語 分齡 網上聚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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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聚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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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間其他活動  親友聚會(華語) 暫停 BB Playgroup  網上舉行 乒乓球 讚美操 繁體字中文班 暫停 主日崇拜： 11:00am  英語 (網上直播) 11:00am 親子崇拜 (暫停) 10:30am Awana (網上進行)  11:30am 粵/華 (網上直播) 

10/ 05/ 2020 

日期 經文 11/05(一) 代下 25-26 12/05(二) 代下 27-28 13/05(三) 代下 29 14/05(四) 代下 30-31 15/05(五) 代下 32-33 16/05(六) 代下 34 

主日崇拜程序表 

2020 主題目標 我們都是一家人 經訓：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上帝家裡的人了； (以弗所書 2:19)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馬太福音 5:15)  目標： 1.吾愛吾家 2.團契生活 3.移民宜家 

給海外華人一個家      建立強壯的新一代 

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叫我抬起頭的神    住在祢裡面     單單跟隨祢 禱告 奉獻：堂費   證道：不結果的無花果樹—機會與警告  經文： 路加福音 13:6-9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 默禱  本週金句： 代下 31:20 希西家在全猶大都這樣辦理， 在耶和華-他神面前行良善、正直、忠誠的事。 

給海外華人一個家   建立強壯的新一代 

        294-300 Morphett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aacc_chinese@yahoo.com.au www.aaccsa.org.au 8231 9993 



 牧者的話 (李秉源牧師 ) 10.05.2020  主題：不結果的無花果樹—機會與警告         經文：路加福音 13:6-9 節和 1-5 節   經文的查考與分享 1. 不結果的無花果樹的比喻是路加福音的獨有記載。其實四卷福音書都有自己的「獨家」比喻。就下列十個比喻配對其獨家的出處：好撒瑪利亞人、真葡萄樹與枝子、綿羊與山羊、浪子回頭、種子生長奧秘、蓋房子兩種人、無知財主、十童女提燈、葡萄園工人工價、牧人與羊。 馬可— 約翰— 路加— 馬太—  2. 參閱馬可福音 4:11-12 和 33-34 兩段，以回答耶穌用比喻來傳講天國信息的原因。  3. 無花果樹是比喻(路 13:6-9)什麼？這對今天的教會/信徒有關係嗎？  4. 無花果樹比喻的信息有兩面性：機會與警告。神給了什麼機會？又給了什麼警告？ 若有人等到最後的一年才悔改、信主、面向上帝，你認為他/她是聰明還是愚頑？  5. 無花果樹三年都不結果就有被「砍掉」的風險。大家作基督徒多久啦？ 有沒有這個擔心呢？  6. 路 13:1-5節是「無花果樹比喻」的背景(context)。裡面提到當時社會上發生的兩宗 時事新聞，哪一宗是人禍？哪一宗是意外？耶穌在講道中引述時事新聞，今天主日 崇拜講員可不可以也引述時事新聞？若果可以，講員應該注意些什麼？ (組長請收集組員的意見，交予主任牧師。謝謝！)  7. 被彼拉多所殺的加利利人與被西羅亞樓倒塌所壓死的工人是否罪有應得，你如何 看？耶穌如何看？  8. 世界各地的天災、意外、人禍等無日無之，許多人因此而喪失性命。他們的死提醒 你什麼？又警告你什麼？  9. 自我反省題。耶穌講了兩遍「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3,5節)，在第 9節 說，「不然再把它砍了」。其核心信息不是要「砍人」，而是呼喚人人都要悔改， 即回轉面向上帝，得著真正的生命。就著今年或去年所發生的事，分享你曾「背向 上帝」或「面向上帝」的經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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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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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奉獻$100 或以上才發收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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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為母親節，願神賜福，母親節快樂。 家家家家    事事事事    分分分分    享享享享    

1. 願神的話語成為每位奉獻者的祝福－各人要隨心所願，不要為難，不要勉強，因為神愛樂捐的人。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做各樣善事。(哥林多後書 9:7-8) 《和修本》   2. 為 13/5 的執事會禱告，願主賜執事和同工事奉的智慧和力量。  3. 牧者 Ps Robert Bell的太太 Angela 的身體欠佳，多次出入醫院，求主醫治。為這對牧者夫婦過去八年來服侍我們的下一代、給予豐富和屬靈的兒童宗教教育而感恩！  4. 為南澳將於 11/5 起作局部的解封，讓市民的生活和社交得以漸漸回復正常感恩！為到仍留在中國的學生和家庭禱告，願主的帶領和開路早日臨到。  5. 為澳中兩國近期的關修叫人十分擔心，求主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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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