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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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2.2018 

主日崇拜 11:30am 

 聖誕的啟示  

馬太福音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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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歌唱   聽啊!天使高聲唱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禱告 奉獻：堂費    聖誕的啟示  馬太福音 2:1-11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 默禱  

本主日   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李秉源牧師/駱潔儀  招待 迎新 王莹  沈譚碧蓮  夏永芳  音響媒體    林冠宇  趙彥煕  點算奉獻 王俊文 陸國鴻  梁穎思  30/12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梁健雄傳道/唐一暉  主題/經文 傳道書最後的話 招待 迎新 張毓珍  廖翁玉娟  陳愛華  音響媒體  陳浩賢  陳可盈  周欣杰  點算奉獻 羅曉聆  梁穎思  張新樹  

數三群體使命合一數三群體使命合一數三群體使命合一數三群體使命合一    
看英華粵各顯風姿看英華粵各顯風姿看英華粵各顯風姿看英華粵各顯風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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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的禱告會， 不同的語言，同心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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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牧者的話(李秉源牧師) 23.12.2018 講題： 聖誕的啟示       經文：馬太福音 2:1-11    引言 啟示(Revelation =apocalyptic)：原是希臘文apokalypsis，由兩個小字所組成的。apo，「遠離」；kalypsis 是「隱藏」；合起來是「遠離隱藏」，有「打開原是封閉的書卷」，或使人「看見原本是隱藏的事物」的含意。聖誕的故事，乃上帝向人類一頁一頁地打開的啟示；它的開始是一顆在東方黑夜裡綻放光芒的星！   信息大綱 1.       景星的啟示 2.       經書的啟示 3.       禮物的啟示  結語： 耶穌，道成了肉身，向人類啟示了： @他的出生：上帝主動給的恩典； @他的傳道：上帝的福音是傳給人； @他的死亡：上帝對人的赦罪和接納； @他的復活：上帝勝過死亡的初熟果子； @他的再來：上帝完全救贖和得勝的來臨； @他的父神：他的父上帝也是我們的父上帝。 只不過，不是每個人都肯接受！！ 

感 恩 與 代 禱 1. 願神的話語成為每位奉獻者的祝福－那賜種子給撒種的，賜糧食給人吃的，必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又增添你們仁義的果子。你們必凡事富足，能多多施捨，使人藉著我們而生感謝神的心。(《和修本》哥林多後書 9:10-11)   2. 一年將盡，正好數算主的恩典，並求主「指教我們怎樣數 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 90:12)  3. 一年辛勤事奉接近尾聲，為多個事奉團隊可以休息感恩， 並明白「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詩 46:10)的靈訓。  4. 為中國的基督教會禱告：艱難的 2018 年快將過去，向主感恩！有信徒和牧者因堅守信仰而被囚，求主看顧！新的一年來臨，求主的眷顧加倍降臨，叫教會得見新曙光！ 
嬰孩 (4 人)導師/家長 (8 人) 英語(22 人) AWANA (31 人)老師(8 人) 早堂(  179 人) 總數： 342 人  華語家庭營(90 人)  上主日(16/12 )崇拜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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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參加今天崇拜後的「聖誕午餐」，享受美食， 以歡慶主救主耶穌基督的降生！   3. 從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教會網上奉獻銀行戶口更新： Bank ： ANZ Banking Group  BSB ： 015-025   A/C No. 312391098 A/C Name ： Austral-Asian Christian Church Inc (註：在 9/12 和 16/12 兩主日所公佈的戶口號皆不正           確，謹此致歉！)  4. 辦公室聖誕假休息： 24-27/12(周一至四)。  5. 澳亞讀經攻略將於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步！     已有兩百多個信徒參加，     如想報名，請找梁傳道。 第一週的讀經表  

2019 AACC 主題目標  教會主題：釋放福音的能力 經訓：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羅馬書 1:16)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 來的。(羅馬書 10:17) 目標： 1.       建立讀經生活，認識神更深。 2.       關心群體，活出福音影響力。 3.       全民起動，開展主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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