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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11:30am 

阿們。哈利路亞！ 

詩篇詩篇 106:48 ；啟示錄 19:4  

證道：李秉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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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我天上的父  叫我抬起頭的神 

任何環境不要懼怕 
禱告 

奉獻：堂費   

阿們。哈利路亞！(Amen. Hallelujah!)  

詩篇詩篇 106:48 ；啟示錄 19:4  

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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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秉源牧師/庄喜梅  

招待 迎新 黃莊美美  周菡  梁姚杏  張敏青  

音響媒體   李隆  陳可盈  周欣杰 

點算奉獻 周菡  張新樹  羅曉聆  

28/10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李秉源牧師/駱潔儀  

主題/經文 躲避上帝  約拿書第 1 章 

招待 迎新 張毓珍  王莹  黃嘉玲   

音響媒體  李鈺瀅  羅曉聆   王順興  

點算奉獻 王俊文  林小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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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 28 人)    兒童( 59 人)    早堂( 274 人)   總數： 361 人  

上主日(14/10)崇拜人數 

@「合一守望」敬拜祈禱會： 

     日期： 25/10(四)， 

時間：晚上 7:30， 

地點：澳亞基督教會 

          294-300 Morphett St 

          Adelaide SA 5000 

@「我們在天上的父」 

      培靈音樂會： 

 日期： 26/10(五)， 

  時間：晚上 7:30， 

  地點：基督教安利聖公會 

               183 Unley Road 

               Unley SA 5061 

《南澳基督教聯合會》與《同心圓》聯合主辦   

十月南澳眾華人教會大凝聚，誠邀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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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感 恩 與 代 禱 

1. 願神的話語成為每位奉獻者的祝福－萬軍之耶和華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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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拉基書 3:10)   

 

2. 為 28/10 浸禮預備事宜禱告；為 27-28/10 Mission  

Naracoorte 再次出隊的招募和籌備禱告。 

 

3. 為 14-16/12 家庭營禱告，主題「華人．移民．愛回家」， 

    講員朱恩碩牧師，名額 100，求主預備參加的肢體和家庭。 

 

4. 為上週六「教會集思會」得完成感恩，謝謝各團契/事工代表

們的參與和意見。求主幫助教牧團和執事會有屬靈的智慧：聆

聽、執行和規劃明年的聖工。 

 

5. 為「同心圓」於 25-26/10 在本會和安利聖公會主領的兩晚特

會禱告，求主祝福一行 9 人的宣教敬拜團，更祝福本地眾華人

教會的信徒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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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中文堂崇拜後，主刻在禮堂舉行：「特別會員大會」。 

議題：通過為符合政府社團的新條例須為教會章程： 

1 )新增章則 12.2:  本教會在澳洲法律下為非牟利慈善機構 

2 )章則 10.2 裡所提及的 <機構> 須改為 <法律下之非牟利 

慈善機構>  

 

3. 本年第二次浸禮謹定於 28/10 下午 2 時舉行，今接受信徒 

申請，最後遞交表格日期為 21/10。 

 

4. 鑑於天氣開始炎熱，而訂飯盒的數量下降，教會決定從 11 月 

    份起崇拜後不設午餐。 

 

5. 教會 2019 年月曆已印刷好，崇拜後可在活動廳索取。 

牧者的話(李秉源牧師) 21.10.2018 

講題：阿們。哈利路亞！(Amen. Hallelujah!)  

經文：詩篇詩篇 106:48 ；啟示錄 19:4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 

願全體百姓都說：「阿們！」 

哈利路亞！(詩 106:48) 

  

那二十四位長老和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在寶座上的神， 

說：「阿們。哈利路亞！」(啟 19:4) 

  

信息大綱： 

1.先相信後讚美      2.先順服後敬拜     3.先受苦後得榮 

  

結論： 

今天基督徒的得勝之道： 

不是依仗刀劍—勢力武力權力；乃是靠著十字架—受苦 

饒恕和愛。 

  

今天中國教會，如何面對大環境的挑戰，仍是這不變的 

道：能說「阿們」，就是相信、順服和受苦。 

那歡欣的「哈利路亞」，就是讚美、敬拜和榮耀， 

乃上帝的應許，終必臨到！ 

「歸還修建聖殿貸款」 專用帳戶 
Austral-Asian Chinese Church Inc 

BANK ： ANZ 

BSB ： 015-025   

A/C No. 906012665 

奉獻代號 

BF01 ：一人一日一元 

BF02 ：每天少喝一杯咖啡 

BF03 ：修建澳亞城牆 

BF04 ：免息貸款 

修建聖殿奉獻承諾(至 2018 年 10 月 12 日)   

已承諾認獻：$554,347.00       已收認獻：$531,556.70                     

目標 74 萬元，仍需要弟兄姊妹認獻支持，「認獻表」備索！ 

2018 宣教雙週的活動 

 

A.主日崇拜信息 

4/11 梁錦波院長(證道＋小組分享材料) 

11/11 李秉源牧師(證道＋小組分享材料)、感性分享(梁師母) 

  

B. 活動廳展覽板 

4/11-25/11 三明兒童村及 AACC 助養展覽板 

(梁院長提供資料和規劃，關宣圓協助與執行) 

  

C.分享與祈禱 

11/11 下午 2 時 三明兒童村與本會助養“父母”分享祈禱會 

(梁院長夫婦主領，譚祖德夫婦協助) 

  

D.進到團契/小組 

3-10/11 團契/小組可邀請梁院長親臨，分享“宣教中國與兒童

助養”或其他主題(歡迎預約：華語團契/小組，聯絡李牧師； 

                                  粵語團契/小組，聯絡譚祖德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