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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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7.2018 

主日崇拜 11:30am 

真光照耀  

約翰壹書 2 ： 7-17 

證道：楊坤元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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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在祢手中         祢是我的一切 

願祢國度降臨 
禱告 

奉獻：堂費   

真光照耀  約翰壹書 2 ： 7-17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 默禱  
愛筵謝飯 

本主日   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楊坤元傳道/麥淑蘅  

招待 迎新 張敏青  黃嘉玲  陳愛華  張毓珍  

音響媒體 孔叡  趙彥熙  林冠宇  

點算奉獻  周菡 陸國鴻  張新樹  

05/08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孫偉光牧師/麥淑蘅         

主題/經文 第七誡不可姦淫   出 20:14 ；申 5:18 

招待 迎新 周菡  夏永芳  廖翁玉娟  梁姚杏  

音響媒體 李鈺瀅  陳可盈  周欣杰  

點算奉獻 羅曉聆  王俊文  梁穎思  

數三群體使命合一 
看英華粵各顯風姿 

粵語 分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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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Z) 職業青年 週一 五 分地區 

粵青團(CYF) 高中大學生 週六 10:00am 

 華語 分齡 聚會時間 

保羅團 長者 主日 1: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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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生 週六 5:00pm 

團 契 區 牧 聚 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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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請列明奉獻項目或代碼 ~ ~ ~ 

家 事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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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本年週年會員大會，謹定於九月廿三日下午二時 

在教會主堂舉行。會員若要提出討論動議， 

須於八月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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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七月廿二日 
 

3. 中國神學院主辦，澳亞協辦生命之道查經「出埃及記」 

    於 7/8(二)晚上 7-9 時開始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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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三)，晚上 7 時，主禮堂。 

     @金香爐華語語祈禱會，5/8(主日)，上午 10:20，副堂。 

 

5. 親友聚會於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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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南澳州自由黨政府宣布 7 月 13 日開始停止對“教導學生性多 

元化及性别多元化的安全學校項目”的資助。弟兄姐妹們過 

去同心的行動與禱告沒有白費，感謝主！祂聽禱告並作工。 

牧者的話(楊坤元傳道) 29.07.2018 

講題：真光照耀   經文：約翰壹書 2 ： 7-17 

 

真光正在照耀（約壹二 8 下）是神給人間一個大好的消 

息，是福音，也是使徒約翰告訴我們的一個事實。耶穌 

基督道成肉身，是生命之道（約壹一 1），神就是光 

（約壹一 5），我們能夠與神有團契（約壹一 6），耶

穌基督成為我們的中保（約壹二 1），並且為我們和為

普天下的人作了贖罪祭（約壹二 2）。因着這些堅定不

移的事實，我們的人生有了新的定位： 

 

我們從前活在黑暗的國度裏，但從前的事已成為過去，

現今我們現在在光明中行走，活在神光明的國度裏。 

 

信主之前，罪就好像黑暗的風浪，任由屬世界的價值

觀，就是「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和今生的驕傲」

（約壹二 16），衝擊著我們的思想，叫我們的一舉一動

順從自私的肉體。但是耶穌的十字架粉碎在我們身上發

動的罪性，叫我們生命的「黑暗漸漸消逝，真光已經在

照耀。」真光正在照耀著，我們的生命充滿了「力

量」，充滿了「盼望」，我們可以向罪宣戰，而不再做

罪的奴僕，生命從此不再一樣了！  

 

真光正在照耀著！我們的生命從裏面發生了改變，因此

使徒約翰告訴我們，住在光明中的，就愛弟兄姊妹！

（約壹二 9 ～ 10）這是耶穌基督給使徒，也是給我們的

一條舊命令，也是一條新命令（約壹二 7 ～ 8）。 

 

信息大綱 

 

真光已經正在照耀 

 

在光中愛弟兄姊妹 

 

若不愛弟兄姊妹的話…… 

總數： 

350 人  
兒童 (50 人)老師(5 人) 早堂(  257 人) 英語(38 人) 

上主日(22/07)崇拜人數 

感 恩 與 代 禱 

1. 願神的話語成為每位奉獻者的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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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牧團正規劃 2019 年教會方向和事工，求主賜智慧和洞見! 

 

3. 為聘請華語牧者禱告，求主幫助聘牧小組有足夠的眼光，推薦

合適的牧者。 

  

4. 請在禱告中記念吳蘭美傳道，最新的狀況：「需要把膽囊、胰

臟及大腸的腫瘤割除，風險是極大，所以，她已決定不動手

術。」她要求我們禱告神，讓她在沒有痛苦的情況下，接她回

天家。 

  

5. 求神賜力量給屈偉豪博士伉儷，好在八月多個服事的聚會裡，

祝福教會也堅立弟兄姊妹！ 

  

6. 為阿德萊德蟬聯世界最宜居城市前五名感恩；為澳洲今年雨量

較少禱告，農業和畜牧業產量降低，求主賜各洲政府有機智和

勤勞，好減輕對人民生活的影響。 

八月份主日崇拜信息： 

日期 崇拜信息(講題或會不同) 經文 講員 

5/8 第七誡不可姦淫 出 20:14 孫偉光 

12/8 長久健康的愛情 羅 5:6-11 屈偉豪 

19/8 火舌  雅 3:1-12 梁健雄 

26/8 我在哪裡你也在那裡 詩篇 139 篇 李秉源 

AWANA Calendar (Term Three) 

Date Week Theme/Activity 

5/8 2 Regular Awana 

12/8 3 Regular Awana 

19/8 4 Regular Awana—Double Points Day 

26/8 5 Birthday Celeb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