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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11:30am 

長久健康的情愛  

羅馬書 5 ： 6-11 

證道：屈偉豪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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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行了大事  有一份愛 

有祢愛我 
禱告 

奉獻：堂費   

長久健康的情愛    羅馬書 5 章 6-1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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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偉豪博士/駱潔儀  

招待 迎新 張敏青  張毓珍  黃嘉玲  王莹  

音響媒體 李隆  羅曉聆  王順興  

點算奉獻  張新樹 林小淳  周菡  

19/08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梁健雄傳道/庄喜梅 

主題/經文 火舌   雅各書 3 章 1-12 節 

招待 迎新 陳愛華  黃莊美美  周菡  廖翁玉娟  

音響媒體 李鈺瀅  岑梓樑   貝朝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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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孩 (8 人)導師/家長 (14 人) 英語(40 人) 
總數： 

418 人  AWANA (52 人)老師(12 人) 早堂(  292 人) 

上主日(05/08)崇拜人數 

Gold Coin DonationGold Coin 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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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 2-4 時屈黎懿博士主領親子講座「孩子靈性的建立」 

歡迎 Awana 導師及家長參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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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教會章程新修定：新章程草擬已張貼流動板上。並印製冊子 

請弟兄姊妹先自行閱讀，稍後開「家事會議」商討。 

 

5. 教會需要信徒的禱告，弟兄姊妹請一起來感恩和祈求： 

 @金香爐粵語祈禱會，19/8(下主日)，上午 10:20，副堂。 

牧者的話(李秉源牧師) 12.08.2018 

教會行事曆上兩個特訓班 

 

基督信仰與倫理抉擇班 

日期： 16/9-7/10(共四節) 

對象：未受浸的信徒 

內容： 

(1)認識基督教真理的兩條腿：信仰教義 + 倫理抉擇 

(2)信仰教義乃教導我們所信的真道內容；倫理抉擇 

是指明基督徒在世生活應作的抉擇和該守的價值。 

(3)經訓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叫我

或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裏，可以聽見你們的景

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

音齊心努力。」(腓 1:7) 

大綱： 

(1)罪與救恩(Fallen & Salvation) 

(2)人與三一神(Man & God the Trinity) 

(3)聖經與啟示(Bible & Revelation) 

(4)教會與福音(Church & Gospel) 

(5)浸禮與聖餐(Baptism & Eucharist) 

(6)金錢與管家職份(Money & Stewardship) 

(7)性與聖(Sex & Holiness) 

(8)權力與服侍(Power & Service) 

目標：為參加 28/10 浸禮的信仰課程  

  

感 恩 與 代 禱 

1. 願神的話語成為每位奉獻者的祝福－「少種的少收，多種的

多收」，這話是真的。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

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 

    (哥林多後書 9:6-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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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吳蘭美傳道禱告，上週的小手術順利完成，感恩！仍須為

她的腫瘤，求主憐憫和醫治。 

 

4. 為打算接受浸禮的信徒禱告，求主使用 9-10 月的「基督信

仰與倫理抉擇班」，能幫助他們認識真道，並勇敢地活出信

仰。 

 

5. 阿德萊德再獲殊榮：繼位居世界最宜人居住前五名後，今再

奪世界最健康城市的前八位。讓我們珍惜在這裡生活的每一

天，並為那些天天活在戰戰、動亂、仇恨、貧窮，和受著天

災人禍的地區和人民禱告！ 

 

6. 為移居這裡的華人家庭禱告，成功建立跨文化的新家庭：既

能融人本地的生活和文化，也保留中華家庭的倫理和溝通語

文。 

 孩童奉獻禮家長班 

日期： 14/10(主日) 

對象：基督徒家長 

聖經啟示的亮光：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衪所給的 

賞賜。」( 詩 127:3)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 

離。」(箴 22:6) 

「約瑟和馬利亞帶小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獻給 

主。」(路 2:22) 

對家長的意義： 

(1)感恩：兒女是神所賜的產業。(詩 127:3) 

(2)受託：盡心作子女生命的好管家。(箴 22:6) 

(3)立願：以身作則帶領孩子走信主的路。(路 2:22) 

目標：抱孩子參加 25/11 的孩童奉獻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