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給海外華人一個家      建立強壯的新一代 

基督大使命為導向的教會 

就是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把福音從近處傳到遠方  

  294-300 Morphett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aacc_chinese@yahoo.com.au 

www.aaccsa.org.au 

8231 9993 

04.02.2018 

主日崇拜 11:30am 

後悔莫及的以掃 

創世記 25:19-34 

證道：梁國權弟兄 

李秉源牧師   0412 860 886  

孫偉光牧師   0466 181 293                        

楊坤元傳道   0421 028 323                         

梁健雄傳道   0403 063 271  

本主日   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梁國權弟兄 / 唐一暉 

招待 迎新  梁姚杏  黃莊美美  夏永芳  張敏青  

音響媒體 陳沅鉦  趙彥熙  蕭健斌  

點算奉獻 梁穎思  張新樹  

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在這裡  這是聖潔之地  一生不迷路 

禱告 

奉獻：堂費 / 宣教 

證道：後悔莫及的以掃 

歡迎/家事分享 

祝福 

11/02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李秉源牧師/盧倩儀  

主題/經文 尋求神的新一代  詩篇 24 篇 

招待 迎新  黃嘉玲  陳愛華  張毓珍  廖翁玉娟  

音響媒體 周欣杰  陳可盈  王順興  

點算奉獻 梁穎思 黃嘉玲  

數三群體使命合一 
看英華粵各顯風姿 

AACCBB Playgroup 2018 

0.5 -4歲中文認字遊戲小組 
Toddler Chinese Characters Recognition 

集體遊戲、兒歌 
Playtime, Songs 

逢週三 (Wed) 10:00-11:30 AM $2 / per child 

生 命 之 道 查 經 

課程：創世記 

日期： 10/4 至 29/5 (共 8 堂)逢星期二晚上 7-9 時 

地點：澳亞基督教會 

費用全免、自由奉獻 

截止報名日期 27/2 (星期二) 

主辦：中國神學研究院 

協辦：澳亞基督教會 

查詢：梁健雄傳道 0403 063 271 



牧者的話(李秉源牧師) 04.02.2018 
感 恩 與 代 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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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可空手朝見。各人要按自己的力量， 

照耶和華－你神所賜的福分，奉獻禮物。(申命記 16:16-17) 

 

2. 為禮聘一位華語傳道求主供應！ 

 

3. 為宣教基金 2018 目標$45,000 的的目標和使命禱告。 

 

4. 為教會正尋索加開中文堂崇拜禱告：感恩，因為主將得救人 

數加添給教會；代禱，求主賜外展得人的力量和智慧。 

 

5. 為中國神學研究院在本會開辦「生命之道」聖經書卷的研習

禱告，求主使用梁國權主任的教學和小組研習的動力，以祝

福南澳各華人教會的信徒；也為《創世記》的報名，求主加

添學習的人數。 

 

6. 為本市的 Hindley Street(即紅燈區一帶)禱告，據報逢周五

周六晚平均有 9 次暴力事件，如人身傷害、搶劫、販毒

等。 

網上奉獻銀行戶口： 

 

ANZ Banking Group  
 

Austral-Asian  

Chinese Church Inc 
 

BSB ： 015-025   

A/C No. 247911367 

 

Offering Type 奉獻項目及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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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1 崇拜奉獻：$2,413.75 

~ ~ ~ 請列明奉獻項目或代碼 ~ ~ ~ 

兒童(40 人) 英語(34 人) 

總數： 298 人  早堂(  224 人)  

上主日(28/01)崇拜人數 

澳亞宣教 2018 

 

宣教功能組 

成員：譚祖德(召集人)、李秉源(教牧)、王漢聰、周穎欣 

            譚光萍、葉思根。 

問責：隸屬於執事會，並向執事會負責。 

職權：@管理宣教基金。 

@推動教會的宣教事工。 

@開拓宣教工場。 

@招募並差派宣教士。 
 

宣教的使命與事工 

全心以貫徹主的大使命為己任，朝著使澳亞成為一間「宣教 

的教會」的方向竭力前行。多一分你的代禱，我們就多一分 

堅持；多一分你的參與，我們就多一分力量。 

@Naracoorte 宣教工場：每月一訪宣 

@宣教教育： 3 月宣教聯動日、11 月宣教雙周 

@訪宣體驗：兒童村(中國)、大學生福音事工(中東) 

@關心宣教士： Joseph Chu 

@探索新工場： Darwin(海港)、查經小組(香港) 
 

宣教獻金資助的對象及金額 

資助原則及分配： 

(1) 支持本會認領及擬開拓的宣教工場或群體。 

(2) 資助信徒參加宣教的體驗、培訓或會議等。 

(3) 資助可促進本會宣教發展的宣教士或宣教機構。 
 

2018宣教獻金資助對象 預算金額 

Naracoorte 宣教工場 $5,000.00 

中東宣教士 Joseph Chu $6,000.00 

短宣體驗 $8,000.00 

宣教培訓、會議 $4,000.00 

開拓宣教新工場儲備 $6,000.00 

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 $4,000.00 

澳洲家庭更新協會 $4,000.00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中心 $4,000.00 

同心圓宣教事工 $4,000.00 

總額 $45,000.00 

宣教乃地方教會皆須擁抱的使命，因為主耶穌所給的遺命

乃是「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無論你是誰，只要你

是基督的門徒，當「以基督的心為心」(腓 2:5)；宣教是主的

眼光，也是祂的心胸，因為祂曾呼喚門徒說：「舉目向田觀

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約 4:35) 

 

過去數年宣教獻金的收集和積存，讓澳亞得以持續地資助

好些宣教士和宣教機構，更讓教會裡有心宣教的信徒，可無後

顧之憂，得以跑在宣教的前線，如有—位宣教士在中東，更有

數十位信徒曾參與 Naracoorte 宣教工場的事工。 

 

宣教獻金過去數年的預算皆為$40,000，感謝主，每年皆達

到或接近所訂定的目標，全賴部份有心志肢體的支持。今年宣

教獻金的目標，憑著信心訂為$45,000，需要更多關心宣教的

你的支持。在每月的十一奉獻外，請額外多撥一分獻金，以支

持教會的宣教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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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 2: 00 - 4:00 特別聚會「生命之道」體驗課及 

    事工分享會：「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請弟兄姊妹留步 

   參加。 

 

3. 親友聚會於 6/2(二)上午十時半在副堂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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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三)，晚上 7 時，主禮堂。 

@金香爐英語祈禱會，11/2(主日)，上午 10:30，新堂。 

 

5. 18/2 新春暨長青主日崇拜，迦勒保羅合團代表獻詩： 

     有一位神。 

 

6. 4/3 家事會議，11/4 特別會員大會，請本會會員出席， 

    有關議題稍後公佈。 

家 事 分 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