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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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5) 下主日(7/06) 證道 / 翻譯 李秉源牧師 /盧倩儀   李秉源牧師 /盧倩儀   敬拜隊 張巍  劉稀銘  音響媒體 貝朝毅  貝朝毅  

上主日(24/05)崇拜數據 現場禮堂崇拜 英語 (5 人) 粵/華語 (10 人) 網上點擊數 英語 ( 18 ) 粵/華語 ( 123 ) Awana 點擊數 (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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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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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05/ 2020 

日期 經文 01/06(一) 提前 5-6 02/06(二) 尼 1-2 03/06(三) 尼 3-4 04/06(四) 尼 5-6 05/06(五) 尼 7 06/06(六) 尼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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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眼目必看顧這地 祢的恩典夠我用     主祢真偉大 禱告 奉獻：堂費   證道：尋羊比喻之一個都不能少(Not One Less)  經文： 路加福音 15 章 1-7 節(和修本)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 默禱  本週金句： 提前 6:6-8 其實，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只要有衣有食， 我們就該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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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0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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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取奉獻收據者須知： 1)需$100 或以上，不能用作扣稅，教會於三星期內發出收據。 2)用奉獻封奉獻者，請在「需要收據」欄目選「是」，並填寫姓名、電話。 3)藉網上或銀行奉獻者，請聯絡辦公室，提供姓名、日期、金額和電話等資訊。 
家家家家    事事事事    分分分分    享享享享    

主題：尋羊比喻之一個都不能少(Not One Less)     經文：路加福音 15 章 1-7 節(和修本)   經文的查考與分享 1. 營造分享氣氛題(佔時間 10%)。當你聽到「一個也不能少」(Not One Less) 讓你想那「一個」會是什麼？對你有什麼意義？ 2. 經文背景題。 2.1 讀 15:1-2 和 5:30-32。耶穌為何要講這個失羊/尋羊比喻？祂是針對什麼人 講的呢？ 2.2 讀太 18:10-14。「失羊的比喻」在馬太福音的對像是不同的。耶穌又是針 對誰？目的是什麼？ 3. 在路加福音 15 章裡，記載了三個「失去與尋回」的比喻。 3.1 失羊的比喻(1-7)。那牧羊人其實失去多少(百分比)？ 你會撇下 99 而去尋找 1嗎？ 3.2失錢的比喻(8-10)。那婦人其實失去多少？你會尋找那失去的 1嗎？ 3.3失子的比喻上集(11-24)。那父親其實失去多少？你會尋找那失去的 1嗎？ 4. 衡量人的價值。一般人總是認定「人愈多，價值愈高」或「為了多數人， 少數人是可以被犧牲的」，不少國家的領導人會以此作為取捨的原則。 4.1從「失羊的比喻」你認為耶穌會贊成嗎？那牧羊人為何會撇下「乖乖」的 99 隻去尋找那「不乖」的 1隻迷羊呢？ 4.2 讀路 15:7,10,32 和太 18:14。耶穌教導世人要明白什麼重要的信息？ 5. 學者提出，在這小小的比喻裡有四種轉變的情節，組員找出相關的經節。 @The moment of loss 羊的迷失： @The moment of search牧人的尋找： @The moment of repentance人的悔改： @The moment of joy 神(和神家)的歡樂： 6. 承上題。今天教會/團契/小組/個人最需要參與在哪一個情節？如何做？ 

1. 願神的話語成為每位奉獻者的祝福－受了你們的饋贈，當作極美的香氣，為神所接納、所喜悅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立比書 4:18-19) 《和修本》   2. 為余俊銓牧師可於 1/8(六) 到任禱告。  3. 為聘請英語牧者禱告，求主預備，好叫教會的「新一代」得以被建立。  4. 為限聚令逐步減少而人民的生活逐漸恢復感恩！祈禱主日的實體崇拜得以早日重開，讓信徒會眾和尋道朋友能相聚和敬拜。  5. 為中國在香港引入「國安法」，美國繼而取消香港「特別關稅地位」，中美兩國以香港為搏弈戰場，求主看顧憐憫 750萬的香港人，並為香港眾教會在這艱難時期能與香港人同行、作見證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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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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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收據 Receipt : 否 No �       是 Yes �  奉獻$100 或以上才發收據 (但不能作扣稅用) 

2020 年六月份主日崇拜信息：   Awana Calendar Term 2 日期 崇拜信息(講題或會不同) 經文 講員 Week Theme/
Activity 07/6 七十個七—對錯的計算 太 18:21-35 李秉源 6 14/6 神家慷慨的捐獻 徒 11:27-30 楊坤元 7 21/6 成了 尼 6 章 梁健雄 8  28/6 罪中有亂，亂中有序 啟 12 章 梁錦波 9 網上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