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團團團    契契契契    區區區區    牧牧牧牧    聚聚聚聚    會會會會    表表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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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青團牧區 職業青年 週一 五 分地區 粵青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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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 大學生 週六 5:00pm 

崇崇崇崇    拜拜拜拜    事事事事    奉奉奉奉    人人人人    員員員員    表表表表    

週二 10:30am 親友聚會(華語) 週三 10:00am BB Playgroup  週四 7:30pm  乒乓球 週五 10:00am 讚美操 
週間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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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 下主日(10/02) 證道 / 翻譯 孫偉光牧師/周奉椿  李秉源牧師/陳肖琿  招待 迎新 黃莊美美  張毓珍  饒承武  黃嘉玲   張敏青  夏永芳  廖翁玉娟  陳愛華  音響媒體 林冠宇  趙彥熙   李隆  陳可盈  周欣杰  點算奉獻 羅曉聆  張新樹  林小淳  梁穎思  陸國鴻  王俊文  

兒童 (67 人) 英語(33 人) 早堂(  253 人)    總數： 353 人 上主日(27/01)崇拜人數 

粵語 6/2  7pm 梁傳道 宣教 10/2 10:20am 譚弟兄 英語 10/2  11am 楊傳道 華語 17/2  10:20am 李牧師 
祈禱會 (下次舉行) 負責同工 03 / 02 / 2019 

日期 經文 04/2 星期一 創 34-35 05/2 星期二 創 26-27 06/2 星期三 創 38-39 07/2 星期四 創 40-41 08/2 星期五 創 42-43 09/2 星期六 創 44-45 

主日崇拜程序表 主日崇拜： 9:30am  英語 11:00am 親子崇拜 11:00am AWANA 兒童 11:30am 成人(粵語/華語)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羅馬書要救一切相信的。(羅馬書要救一切相信的。(羅馬書要救一切相信的。(羅馬書 1:16)1:16)1:16)1:16)    

目標：目標：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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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海外華人一個家      建立強壯的新一代 

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我神真偉大  我敬拜祢  一顆謙卑的心 禱告 奉獻：堂費  / 宣教 證道：哈拿的祈禱  經文：撒母耳記上 2:1-10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 默禱  

        294-300 Morphett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aacc_chinese@yahoo.com.au www.aaccsa.org.au 8231 9993 
本週金句：創世記 45:7  上帝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給你們在世上存留餘種，大施拯救，保全你們的性命。  



牧者的話(孫偉光牧師) 03.02.2019 講題：哈拿的祈禱               經文：撒母耳記上 2:1-10 引論：哈拿 - 撒母耳的母親          以色列建國初期，由一些民族英雄領導，稱為「士師」。 撒母耳 - 最後的士師。  本論：哈拿經過長久的等待和禱告，終於生了兒子撒母耳，便把他獻給神。          這是她之後的禱告。禱告的內容： 1. 神是聖者 v2 a. 聖的基本意思：與別不同、與人不同、與世界不同 v2 b. 聖的另一意思：大能 v3b-4 c. 聖者的作風：打到驕傲者，提拔謙卑者 
• 勇士和跌倒的人 v4              • 飽足者與肌餓者 v5a 
•不生育與兒女多 v5b             • 死與生 v6 
• 貧與富 v7a                            • 降卑與升高 v7b  
• 抬舉與提拔 v8  小結：衡量的標準 v3            效果：快樂感出現了 v1  2. 神是保護者 v9 a. 聖者保護聖民 v9ab       b. 勝利不靠力量 v9c     c. 天上來的攻擊 v10ab，彼前 5:5b  效果：安全感出現了  3. 神立受膏者 v10cde a. 哈拿的胸襟 v10c         b. 哈拿的眼界 v10d     c. 哈拿的遠見 v10e     效果：彌賽亞出現了  結論：瑪利亞的祈禱 - 路 1:46-54       不要誇口，一定要謙卑！  問題討論： 1. 神賜哈拿一個兒子，她得到後又把兒子獻給神（見 1:27-28）。豈不是等於失去兒子？ 2.“聖”是什麼意思？是聖潔沒有罪嗎？是什麼原因讓哈拿看見神是聖者？ 3. 人的地位是否固定不變的？是什麼原因是人的地位改變？ 4. 為什麼神老是與驕傲的人作對？ 5. 哈拿看見什麼事，使她認識到神會改變人的地位？ 6. 今天，很多人會說自己並沒有“與耶和華爭競”（v10），而只是與人競爭而已，但聖經一貫地反對“爭競”（加 5:20 ；羅 1:29）。為什麼？ 7. 第 9 節說人不能“靠力量得勝”。力量可以是體力，也可以是個性的堅強等。個性堅強，不斷奮鬥，不是一定可以勝利嗎？ 8. 作為一個女人，哈拿連地極的人（v10）也看見了，表示她的胸襟有多少？ 9. 當時以色列沒有王，哈拿如何看見神會立一個王？ 10. 禱告的最後一句，提到神將“高舉受膏者的角”。我們怎知道這個受膏者就是耶穌？ 70） 11. 如果我們總結說“謙卑的人會快樂”，有沒有經文裡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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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空手朝見耶和華。各人要按自己手中的能力，照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福，奉獻禮物。      (申命記 16:16-17) 《和修本》   2. 為服侍各級別兒童的同工和導師們禱告，在新一年裡更得著從上頭來的能力和愛心，好「建立強壯的新一代」！  3. 為預備開學的海外留學生陸續回來禱告，求神加添他們在學業與事奉上的力量。  4. 為 20-23/3 的“澳紐華福 2019 大會”禱告：參加者約 150 人，主題「華人教會傳與承」；為籌備工作在倒數的階段禱告，求主加添細心和力量！  

感感感感    恩恩恩恩    與與與與    代代代代    禱禱禱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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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友聚會於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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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02(大年初六) 常青主日暨新春愛筵，當天迦勒-保羅聯合詩班獻詩，崇拜後信徒會眾同桌吃飯，在神家裡歡慶新春團年！   4. AACC Child Safe Environment Training 於 24/2 (主日)下午 2-4時在教會 202室舉行。 凡有心志於兒童事工服事者，請與梁健雄傳道聯絡或報名。 
家家家家    事事事事    分分分分    享享享享    

    ~ ~ ~ 請列明奉獻項目或代碼 ~ ~ ~ 網上奉獻銀行戶口：：：：        
ANZ Banking Group   
Austral-Asian  

Christian Church Inc 
 

BSB： 015-025   

A/C No. 31239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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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