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主日崇拜程序表 16/04/2017 

聯合(華/粵) 11: 30am    

敬拜讚美 

禱告  

奉獻 / 奉獻禱告 

讀經： 約翰福音 20:1-18  

證道： 讓聖經令我們明白空墳墓  

聖餐：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294-300 Morphett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www.aaccsa.org.au 

aacc_chinese@yahoo.com.au   電話: 8231 9993   7226 5006 

 我們的異象：給海外華人一個家 建立強壯的新一代 

 我們的使命：以貫徹基督大使命為己任，轉化未信者成  

                          為信神、愛人、服侍、獻身的門徒。  

李秉源牧師   0412 860 886  

                        pyli@aaccsa.org.au 

孫偉光牧師   0466 181 293   

                        waikwong_sun@aaccsa.org.au 

楊坤元傳道   0421 028 323  

                        william_young@aaccsa.org.au  

梁健雄傳道   0403 063 271  

                        cyril_leung@aaccsa.org.au  

本主日   早堂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楊坤元傳道/ 李何淑楨 

招待 迎新 黃莊美美  張毓珍  李捷  陳愛華 

音響媒體 李沛強  蕭健斌  林冠宇 

點算奉獻 梁穎思  張新樹 

饍食分配 WYZ 小組 

團  契  區  牧  聚  會  

小組/團契/活 時間 聯絡 上次人數 

粵語    

職業青年小組  
(WYZ) 

週一  
李焯榮弟兄 

0412 744 748 
42 人 

迦南小組  
(成年) 

五、六、日 
譚祖德弟兄 

0412 888 828 
55 人 

迦勒團契  
(年長) 

27/04 週四
11:00am 

侯澤威弟兄 
0412 692 368 

20 人 

青年團契 
(CYF) 

22/04 週六 
10:00am 

 戚思齊姊妹 
0430 734 846 

60 人 

以諾團契 
(中年) 

22/04 週六 
10:30am 

梁惠寧姊妹 
0421 357 893 

— 

華語    

青年小組 
21/04 週五 

7:00pm 
劉天然姊妹 

0422 110 516   
10 人 

約書亞團契 
(職青) 

21/04 週五 
7:00pm 

李懌姊妹 
0422 865 076 

— 

雅各團契  
(成年) 

16/04 主日 
9:30am 

王亞弟兄 
0432 106 827 

18 人 

安得烈團契 
(成年) 

23/04 主日 
1:30pm 

許順強弟兄 
0433 422 434 

— 

保羅團契  
(年長) 

23/04 主日 
1:30pm 

繆真真姊妹 
0432 070 885 

36 人 

伊甸 
(年青夫婦) 

23/04 主日 
2:15pm 

周燕飛弟兄 
0415 844 233 

— 

英語青年小組 
23/04 主日 
11:00am 

楊坤元傳道 
0421 028 323  

18 人 

活動    

乒乓球  
聯誼 

20/04 週四 
7:30pm 

潘俊臨弟兄 
0402 548 056 

22 人 

讚美操 
21/04 週五 
10:00am 

關友榮弟兄 
0403 268 690 

— 

籃球事工  
隔週四 

7:00pm 
何兆康弟兄 

0433 381 068 
— 

媽媽 
加油站     

每月一次 週六
11:00am 

鍾鈴鈴姊妹 
8231 9993 

— 

親友聚會  
(成年) 

02/05 每月第一
週二 10:30am 

楊坤元傳道 
0421 028 323  

53 人 

祈禱會 
03/05 每月第一

週三 7:00pm 
李秉源牧師 

0412 860 886 
40 人 

23/04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李秉源牧師/ 庄喜梅 

招待 迎新 廖翁玉娟  張敏青  王莹  華潘婉玲 

音響媒體 湯瀚翔  陳可盈  貝朝毅 

點算奉獻 周菡  陸國鴻 

饍食分配 迦南小組 

2017 粵語聖經講座    

約書亞記 

講員：黃嘉樑博士 

 

5 月 13 日 (星期六) 

 10:30-12:30 剛強壯膽，回應呼召(上) 

 14:00-16:00 剛強壯膽，回應呼召(下) 

 

5 月 14 日  (星期日) 

1400-1500 聖經龍門陣 
 

公開聚會  費用全免 

英語： 42 人 早堂： 310 人                                                                        AWANA ： 46 人 總數： 398 人 

上主日(09/04)崇拜人數 



教會銀行戶口： ANZ Banking Group  

Austral-Asian Chinese Church Inc 

BSB ： 015-025  A/C No. 247911367 

請列明奉獻項目或代碼 

Offering Type 奉獻類別 上主日 09/04 崇拜奉獻 

(A) 什一 Tithing $100.00 

(B) 主日 Regular $3,209.75 

(C) 宣教 Mission $310.00 

(D) 建堂 Building Fund $530.00 

(E) 神學基金 Theological Education Fund $40.00 

(F) 慈惠關顧 Care & Concern — 

(G) 感恩/其他 Thanksgiving/Others $231.00 

總額 $4,440.75  

1.  為弟兄姊妹作主門徒禱告：在生活上彰顯基督，參予門徒

訓練的教與學。 

 

2.  為 AACC 全民起動，在阿德萊德活出基督的愛和服事。 

 

3.  為教會的奉獻和事工的需要禱告，求主感動會員信徒盡上

十一奉獻的聖經教導。 

 

4.  為三位教牧傳道的分齡牧養和恩賜配搭禱告，求主加能力

賜智慧，好叫教會的事工和發展得著一加一加一大於三的 

     成長。 

 

5.  為教會的醫關事工禱告，更為每週數次出隊的 14 位天使禱

告，求神祝福他們在 FMC 醫院探訪華人病友的服侍： 

關懷、聆聽、禱告。 

 

6.  為南澳的經濟及年輕人的就業禱告：加設後備的電力系

統、落實 900 億的造船方案，活化傳統行業，如農業、畜

牧業、礦業、旅遊、教育，及新興的物流和地產等行業。 

感 恩 與 代 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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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英語復活節營 Revival Camp 於 21-23/4 舉行，該主日

23/4 的英語崇拜將在營地(West Beach Caravan Park )裡舉行 
 

3. AWANA 動態報告： Awana 將於 23/4, 30/4 學校假期，放

假兩週。屆時教會仍於早上 11:30 有兒童主日學崇拜；並於 

7/5 開始第二學期課程。 
 

4. 為收集主日午餐費，特設「愛筵」奉獻箱於活動廳中， 鼓勵

用膳者自由奉獻。 
 

5 門徒裝備課程「宣教啟航」核心科 

日期： 20/5、27/5、3/6(六)     時間： 2-4:40pm 

導師：李秉源牧師     語言：華語 

目的：從聖經、神學和歷史三方面教導學員認識宣教，並幫助 

             有心志或受感召者踏上差傳之路。 

內容： 課題一  宣教的憲章—聖經及洛桑宣教大會的報告 

課題二  宣教的英雄—宣教士保羅及後繼者 

課題三  宣教的歷史—耶穌在中國也在澳洲 

課題四  宣教在今天—廿一世紀的宣教路 

學員要求：基督的信徒，關心神國在普世的宣教工作， 

                    並支持教會的宣教事工。 

下主日在接待處接受報名。 

家事分享 

一月份總收入：$62,606.05 一月份總支出  $54,568.63  

累計盈餘(虧損)     - $12,502.25  

牧者的話(李秉源牧師)20170416 

十字架 

基督教的歷史遙遠流長，歷時逾二千多年；福音的好消息隨

著門徒的足跡，跨越五大洋，踏進七大洲的每片土地上；福

音的大能為人類帶來了翻天覆地的改變，至今信奉基督的信

徒全球達二十四億；福音的豐盈也祝福了萬國萬民的生活和

文化。若問：「怎樣可知可見？」其中最明顯的記號莫如

「十字架」(英語 CROSS，拉丁語 CRUX，希臘語Σταύρωσ

η)了。基督教的十字架，中文筆劃甚是簡潔，只一橫一豎，洽

當地宣示了上帝給予世人的救恩，也盛載著基督教會傳統的

兩大節期：受苦節(Good Friday)和復活節(Easter)。 

 

十字架的外型與象徵 

十字架從「橫」的一畫開始。這一橫畫象徵著天人之間的阻

隔。它象徵著人類叛逆上帝的歷史，人不理睬上帝，也不要

上帝來干預他的一切。這一「橫」也象徵了每一個個人對上

帝團契的阻撓，儘管世人曾用盡了千方百計，如獻祭膜拜、

行善修心等，也不能就近上帝，更得不著上帝的歡心。 

十字架「豎」的一畫，乃自上而下，就是上帝差遣獨子耶穌

到世上來，衝破了「橫」的阻隔；這是耶穌的「道成肉

身」，祂住在人間，賜下恩典，宣揚真理，且為救贖罪人而

死在十字架上。不過，這只是單向道的一「豎」，直到耶穌

從死裡復活，升到天上上帝的面前；祂成了一切復活者的初

熟果子，祂成了救恩路上的先鋒，要帶領所有信徒也進到天

父那裡去。這一「豎」是使命的完成了，這一「豎」成為雙

向道：藉著耶穌上帝向人賜下恩典(grace)，藉著耶穌世人的

信心(faith)得蒙上帝的悅納。 

 

十架七言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講說的七句話，句句真言。這也是教會

2017 受苦節默想晚會的主題和內容。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 

(路 23:34) 

「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里了。」(路 23:43) 

「婦人，看哪，你的兒子。看哪，你的母親。」 

(約 19:26-27) 

「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翻出來就是 

「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可 15:34) 

「我渴了！」(約 19:28) 

「成了！」(約 19:30) 

「父啊，我將我的靈交在你手裡。」(路 23:46) 

十字架上的耶穌雕像 

基督教教堂的十字架沒有耶穌的雕像，但天主教教堂的十字架

則有。這代表了不同的神學重點，沒有說這個是惟一正確，另

一個是錯謬歪理。天主教的十字架著重宣揚基督的受苦受難，

信眾每一刻對十字架的仰視，都被喚醒要懺悔己罪、哀思感

念。基督教的十字架則在宣揚主的復活和主已勝過了死亡，因

此信徒每一刻向十字架的仰望，都帶來對永恆生命的歡欣企

盼、對「身體復活」的堅心等待。 
 

十字架在你的身上 

有些人的十字架是垂掛胸前，金光奪目，選用金的、銀的或玉

的，還加上閃耀的鑽石，美麗的裝飾品。 

有些人的十字架是背在肩膀上，聽從主的話也跟隨祂的腳蹤：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可 8:34)，好美的生命啊！ 
 

親愛的弟兄姊妹，從周五的受苦節走到主日的復活節，你選了

哪一個十字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