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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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執事會正物色新一屆執事的候選人禱告，求主為澳亞基督教會預備委身於教會並支援教牧團事奉的信徒領袖。  3. 為今年受苦節「耶穌的心」音樂默想禱告會的籌備禱告，求主幫助教牧團的策劃和年青肢體的支援，讓信徒們一起能感受到主耶穌為我們受苦時的心！  4. 為尋求移民的家庭和學生禱告，求主看顧他們，並為他們開啟通達的路；也為社服組正起草並推動「新移民支援計劃」禱告，求主叫澳亞成為活在社群和關愛社群的教會。  5.為阿德萊德的治安禱告，求主賜力量予本地警察，既能防犯罪行，也能緝拿罪犯；求主持續看顧阿村，賜下生活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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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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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07/04) 下主日(14/04) 證道 / 翻譯 梁健雄傳道/唐一暉  李秉源牧師/駱潔儀  招待 迎新 饒承武  王莹  華潘婉玲  廖翁玉娟   張敏青  沈譚碧蓮  陳愛華  梁姚杏  音響媒體 李鈺瀅   陳可盈  周欣杰  孔叡  羅曉聆  陳沅鉦  點算奉獻 周菡  羅曉聆 陸國鴻  陳夢  梁穎思 林小淳  張新樹  
上主日(31/03)崇拜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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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 1/5  7pm 梁傳道 宣教 14/4 10:20am 譚弟兄 英語 14/4  11am 楊傳道 華語 21/4  10:20am 李牧師 

祈禱會 (下次舉行) 負責同工 
BB Worship ( 10 人)   導師/家長(10 人) 英語 ( 38 人) AWANA ( 59 人)老師( 12 人) 早堂 ( 292 人)  總數： 421 人 

07/ 04 / 2019 

日期 經文 8/4 星期一 出 30-31 9/4 星期二 出 32-33 10/4 星期三 出 34-35 11/4 星期四 出 36-37 12/4 星期五 出 38-39 13/4 星期六 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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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奇妙恩典    祢真偉大 祢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禱告 奉獻：堂費   / 宣教 證道：律法與應許的微妙關係  經文：加拉太書 3:15-25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 默禱  本週金句：出 34:14 不可敬拜別神，因為耶和華是忌邪的上帝， 他的名是忌邪者。          294-300 Morphett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aacc_chinese@yahoo.com.au www.aaccsa.org.au 8231 9993 



牧者的話(梁健雄傳道) 07.04.20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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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律法與應許的微妙關係              經文：加拉太書 3: 15-25(和修本)       引言 律法與應許是基督信仰內一個核心的題目。我們既然得著神的赦罪之恩，接受這恩典的唯一條件就是信心，任何外加的條件都會扭曲了福音，那麼守律法/規則對我們的意義何在?  大綱： 1. 其實一早已應許! (3:15-18) 2. 既然如此，為何有律法? (3:19-22) 3. 現在，“信”已經來到! (3:23-25)  結論：願我們一同向真信心邁進，超越律法條文表面的規則，作個能履行律法真義卻 不被律法捆綁的人!  分享問題： 1) 律法無法做到什麼? 能夠做到什麼? 2) 部份基督待容易陷入過於遵守律法的試探、死守規則，他們有什麼問題?  面對這些人你會對他們說什麼? 3) 對於基督徒，律法還有什麼用? 我們應如何看待社會法律、教會的規則等? 4) 救恩和律法的分別是什麼? 5) 為什麼人需要先知道神是一位有律法的神才能體會耶穌的死是好消息?  你該怎樣去傳這個好消息(福音)? 

家家家家    事事事事    分分分分    享享享享    

2019 年宣教基金目標 $45,000        截止 3 月份已收獻金 $10,916.50 

姓名 人會方式 人會日期 利歐 灑水禮(在老人院由李牧施洗) 19/1/2019 陳英雄 轉會 7/4/2019 林玉蓉 轉會 7/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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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信仰與倫理抉擇班(浸禮班)  日期： 14/4-5/5(共四節)  3. 澳亞基督教會 2019 受苦節音樂默想禱告會 主題：耶穌的心                     日期： 19/4(五)               時間：晚上 7:00-8:30 內容：藉著詩歌、音樂、聖經、影像、默想、禱告、信息             和你的心來感受主耶穌為你受苦時的心  4. 粵語青年團(CYF) 於 20/4(六) 下午 2-4 時舉行「福音敬拜音樂會」 歡迎粵語弟兄姊妹帶同未信朋友出席。       5. 教會秋季大旅行「澳亞美善同樂日」   地點： Thorndon Park Paradise SA 5075                                                                    日期： 25/4/2019 (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30至下午 2 時  6. 母親節音樂會  媽媽真的愛你：   日期： 5月 11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至五時                      地點：澳亞基督教會       內容：詩歌分享、粵曲共賞、大會抽獎、生命信息、讚美操演出 收費： 5 元(籌備費及茶點費)    今主日崇拜後於活動廳開始發售入場票  7. 加入教會的新會員：       8. 同工動態： 15-18/4 梁健雄傳道放取年假。  9. 澳亞聚會事奉最前線： @教會招募＂司事＂事奉人員，須為本會會員，請與林張慕那姊妹聯絡。 @特定於 19/5(主日)下午二時開＂司事培訓班＂，歡迎有心在這職事上服侍的弟兄姊妹參加。  10. 訃聞：景建荣弟兄的安息礼拜謹定於                   2019 年 4月 15 日上午 11:30假Centennial Park(760 Goodwood Road, Pasadena,  South Australia, 5042)的 Florey Chapel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