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程序表 30/07/2017 

聯合(華/粵) 11: 30am    

敬拜讚美 

禱告  

奉獻 / 奉獻禱告 

讀經： 使徒行傳 3:1-16 

證道： 服侍、需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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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秉源牧師/唐一暉  

招待 迎新 廖翁玉娟  黃莊美美  夏永芳  黃嘉玲  

音響媒體 湯瀚翔  趙彥熙  蕭健斌  

點算奉獻 周菡 張新樹  

饍食分配 以諾團契 

團  契  區  牧  聚  會  

小組/團契/活動 時間 聯絡 上次人

粵語    
職業青年小組  

(WYZ) 
週一  

李焯榮弟兄 
0412 744 748 

35 人 

迦南小組  
(成年) 

五、六、日 
譚祖德弟兄 

0412 888 828 
31 人 

迦勒團契  
(年長) 

03/08 週四
11:00am 

侯澤威弟兄 
0412 692 368 

17 人 

青年團契 
(CYF) 

05/08 週六 
10:00am 

 戚思齊姊妹 
0430 734 846 

35 人 

以諾團契 
(中年) 

05/08 週六 
10:30am 

梁惠寧姊妹 
0421 357 893 

39 人 

華語    

青年小組 
04/08 週五 

7:00pm 
劉天然姊妹 

0422 110 516   
10 人 

約書亞團契 
(職青) 

04/08 週五 
7:00pm 

李懌姊妹 
0422 865 076 

6 人 

雅各團契  
(成年) 

06/08 主日 
9:30am 

王亞弟兄 
0432 106 827 

12 人 

安得烈團契 
(成年) 

06/08 主日 
1:30pm 

許順強弟兄 
0433 422 434 

14 人 

保羅團契  
(年長) 

06/08 主日 
1:30pm 

繆真真姊妹 
0432 070 885 

31 人 

伊甸 
(年青夫婦) 

06/08 主日 
2:15pm 

周燕飛弟兄 
0415 844 233 

16 人 

英語青年小組 
06/08 主日 
11:00am 

楊坤元傳道 
0421 028 323  

12 人 

活動    

乒乓球  
聯誼 

03/08 週四 
7:30pm 

潘俊臨弟兄 
0402 548 056 

15 人 

讚美操 
04/08 週五 
10:00am 

關友榮弟兄 
0403 268 690 

41 人 

籃球事工  
隔週四 

7:00pm 
何兆康弟兄 

0433 381 068 
— 

親友聚會  
(成年) 

01/08 每月
第一週二

楊坤元傳道 
0421 028 323  

45 人 

教會祈禱會 
02/08 每月
第一週三 

李秉源牧師 
0412 860 886 

45 人 

金香爐祈禱會 
華語 

06/08 每月 
第一主日 

李秉源牧師  
0412 860 886 

28 人 

金香爐祈禱會 
英語 

13/08 每月 
第二主日 

楊坤元傳道 
0421 028 323  

3 人 

金香爐祈禱會 
粵語 

20/08 每月 
第三主日 

梁健雄傳道 
0403 063 271  

33 人 

06/08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楊坤元傳道/麥淑蘅  

主題/經文 在耶路撒冷，七執事與寡婦們/徒 6:1-7 

招待 迎新 梁姚杏  張敏青  黃嘉玲  夏永芳   

音響媒體 王順興  李沛強  林冠宇  

點算奉獻 梁穎思 黃嘉玲  

饍食分配 雅各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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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7 崇拜奉獻 

(A) 什一 Tithing $240.00 

(B) 主日 Regular $2,624.65 

(C) 宣教 Mission $90.00 

(D) 建堂 Building Fund $4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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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總額 $3,399.65  

1. 求主供應教會的需要！願神的話語成爲每位奉獻者的祝福：你

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

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

容。這是萬軍的耶和華說的。(《和修本》瑪拉基書 3:10)  
 

2. 為嬰孩崇拜“AACC BB Worship”的開辦禱告，求主賜服侍的 

愛心和忍耐予梁健雄傳道和師母，牧養教會的新生代。 
 

3. 為教會的職青群體(WYZ、約書亞團、和伊甸夫婦小組)禱告： 

明白主對他們人生的帶領，並活出基督信仰的風釆與影響力！ 
 

4. 為教會的壯年群體(迦南牧區、安德烈團、雅各團)禱告：求主賜

下委身的心，找緊有力有智的人生階段，為神國度打那美好

仗。阿們！ 
 

5.為中印兩國軍隊於邊境錫金洞朗對峙了四十多天，並持續部

署，局勢極為緊張。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賜下和平，並

賜兩國領導人平息危機的勇氣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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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將於 6/8(下主日)開展「嬰孩崇拜」 

名稱： AACCBB Worship 時間：逢主日 11:00 

地點：副堂 語言：英語(輔以華語) 

內容：兒童詩歌、聖經故事、奉獻禱告 

對象：初生嬰兒至三歲兒童(一位家長陪同) 

統籌：梁健雄傳道(Cyril)、梁李秀雯師母(Iris) 
 

3. 親友聚會於 1/8( 二)上午十時半在副堂舉行，孫偉光牧師 

分享信息，歡迎華語的親友參加。 
 

4. 教會需要信徒的禱告，弟兄姊妹請一起來感恩和祈求： 

@教會禱告會，2/8(三)，晚上 7 時，主禮堂，特為中秋晚 

會籌委禱告。 

@金香爐華語祈禱會，6/8(主日)，上午 10:20，副堂。 
 

5. 因近期「以巴衝突」再起，且集中在聖殿山，為了安全， 

「聖地穿核，靈命更新」之旅取消。如有查詢，請找 

       Peter Tam。不便之處，謹此致歉！ 
 

6. 教會公告：本年週年會員大會，謹定於九月十七日下午二時  

        正在教會主堂舉行。 

會員若要提出討論動議，須於八月二十日前以書面方式向 

執事會秘書林嘉銘提出或電郵 aacc_chinese@yahoo.com.au 

此致 澳亞基督教會會員 

執事會主席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家 事 分 享 

累計年度(7/16-6/17) 盈餘(虧損)  ( -$45,885.57 ) 

牧者的話(李秉源牧師)20170730 

講題：服侍、需要、能力       使徒行傳 3 章 1-16 節 
 

下半年崇拜書卷是先宣講《使徒行傳》的信息。顧名思

義，《使徒行傳》乃記載基督門徒所留下的腳蹤，就是他

們為主的名所作的福音見證，因主的名所要面對敵人的攻

擊，奉主的名所做的服侍。我們從前 17 章的經文裡，抽取

了 12 個「門徒與人相遇」的故事，讓今日的門徒可以從他

們身上學會洞悉人的需要、給予洽當的服侍，找緊每個為

主作見證的機會。 
 

今天的故事是門徒奉主的名醫治一個「生來瘸腿的

人」。這個神蹟叫周邊的人無不希奇、驚訝，且歸榮耀給

上帝！天上人間盡皆歡喜快樂。 
 

信息大綱 

一、服侍，滿足真實需要      二、服侍，施展真正能力 
 

經文的查考與分享 

1. 破題。組長宜先找一或兩位組員，分享一次服侍別人的

經歷，結果是皆大歡喜的。 
 

2. 認識經文和故事題。組長事前指派兩位組員： 

2.1 一位閱讀經文 3:1-10，並回答以下「六何」的問題： 

@何人(Who)？  @何時(When)？  @何地(Where)？ 

@何事(What)？ @故事如何發展(How)？ @為何(Why)？ 

2.2 另一位閱讀經文 3:11-16，裡面有甚麼書卷的經文被

彼得引用？這對彼得為主作見證起了甚麼重要的作用？ 
 

3. 故事裡有許多人物和角色。那「生來瘸腿的」明顯是個

甚有需要的人。他覺得自己有甚麼需要？其實他指望從

彼得和約翰得著甚麼？結果他得著了甚麼？他有沒有喜

出望外？ 
 

4. 在「美門」口，其實還有許多行乞的人。 

   4.1 為何兩門徒(彼得和約翰)對這「生來瘸腿的」特別

「看上眼」呢？(3:4)你有這與人「四目交投」而產生

「化學作用」的服侍經歷嗎？ 

   4.2 兩門徒「金和銀都沒有」(3:6)，為何還能夠服侍到

那乞丐討飯的人？其實他們是看見那人甚麼更深層的需

要？「門徒的服侍」給予你有甚麼重要的啟示？ 

5. 主耶穌，在故事裡從頭到尾都沒有現身現場，但門徒能

夠服侍到那人祂卻起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五月份總收入 :  $35,765.43  五月份總支出  $58,382.51  

英語： 36 人  早堂： 318 人                                                                          兒童： 58 人 總數： 412 人 

上主日(23/07)崇拜人數 

2017 年 6 月 7 日為止教會新堂貸款還有$780,182.46  

5.1 門徒是奉祂的名叫那人起來的。今日我們作主門徒的人

也能如此嗎？為甚麼能或不能？ 

5.2 細閱 3:16 三次。神蹟的發生跟「信心」掛上了勾。那

是誰的信心？福音書裡有哪個故事有類似的特質？ 
 

6. 彼得、約翰在行過「神蹟」後，就抓緊了為主作見證的

大好時機(3:11-16)。 

6.1 門徒為主耶穌作了甚麼見證？ 

6.2 今日作主門徒的我們有沒有盡力地為主作見證？請分享

近期的一個見證。 

6.3 今日的澳亞基督教會在為主作見證上是否已盡力？是否

有抓緊時機？是否有藉著「服侍」滿足到人的「需要」

並達到傳福音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