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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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5) 下主日(12/05) 證道 / 翻譯 孫偉光牧師/周奉椿  李秉源牧師/唐一暉  招待 迎新 夏永芳  廖翁玉娟  黃莊美美  周菡  張敏青  陳愛華  王莹  張毓珍  音響媒體 周欣杰  陳可盈  林冠宇  陳沅鉦  邱益彰  王順興  點算奉獻 羅曉聆  梁穎思  張新樹  林小淳  周菡  陸國鴻  陳夢  

上主日(28/04)崇拜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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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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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7pm 梁傳道 宣教 12/5 10:20am 譚弟兄 英語 12/5  11am 楊傳道 華語 19/5  10:20am 李牧師 
祈禱會 (下次舉行) 負責同工 

孩童( 45 人)   導師(3 人)  英語 ( 35 人)  早堂 ( 270 人)  總數： 353 人 

05/ 05 / 2019 

日期 經文 06/5 星期一 路 10 07/5 星期二 路 11 08/5 星期三 路 12 09/5 星期四 路 13-14 10/5 星期五 路 15-16 11/5 星期六 路 17 

主日崇拜程序表 主日崇拜： 9:30am  英語 11:00am Awana 兒童 11:00am 兒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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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耀神羔羊  我身旁  我該拿甚麼報答祢 禱告 奉獻：堂費   / 宣教 證道：撒母耳的統治 經文：撒母耳記上 7:3-17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 默禱  本週金句：路 11:9 我又告訴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找到； 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294-300 Morphett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aacc_chinese@yahoo.com.au www.aaccsa.org.au 8231 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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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正努力地培育新一代禱告，特別是 ABC 英語群體在基督信仰裡能得以成長茁壯，求主引導！  3. 為宣教組成員的事奉禱告；為宣教基金的籌募求主供應；為所支持的宣教士和宣教機構在前線的服事禱告，求主加力！  4. 為 11/5 母親節之媽媽真的愛你這一外展得人的聚會禱告，並為李牧師宣講福音精要的信息禱告，求主使用！  5. 請繼續為吳蘭美傳道禱告，她入住了印尼 Surabaya 的 Darmo Hospital，有家人的陪伴。求永活的主賜下平安！  6. 禱告記念美國猶太人會堂(27/4)、斯里蘭卡天主教堂(21/4)和紐西蘭清真寺(17/3)的恐怖襲擊，求主看顧死傷者和家人，求主止息種族與宗教間的敵視與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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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的話 (孫偉光牧師) 05.05.2019 (頁附) 澳亞基督教會報告  制訂禮贈條例(Gift Policy)的原因： 鑒於牧者和同工在教會的服事上，不時收到會友主動送贈的各式禮物， 如感謝卡、巧克力、傢電用品、禮品卡，以及現金等，這些「禮」皆讓牧者和 同工感受到愛護和溫暖。雖然牧者和同工在接受禮物時甚少牽涉賄賂或貪財， 但為了避免倚賴、防範操弄，並維護在牧職上的自主性，今年三月執事會人事組 特制定此一「禮贈條例」(Gift Policy)，給予本會受薪的牧者和同工在接受禮贈時 的規範和指引。  敬請本會的會員和信眾垂察並協助這條例的運行。謝謝各位！ 註：禮贈條例(Gift Policy)全文張貼在教會的報告欄上。 

2019 年宣教基金目標 $45,000        截止 4 月份已收獻金 $23,4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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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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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門徒裝備課程：讀經釋經小組查經 (華語)            日期： 18/5，25/5，1/6 (星期六)         時間：下午 2至 4 時 40分       導師：楊坤元傳道    3. 本年第一次浸禮謹定 26/5(主日)舉行，今接受信徒申請，條件如下： (1)團契/小組：參加半年且出席隱定(由所屬團長/組長簽名推薦) (2)初階門訓：完成或已開始並承諾完成(由門訓導師簽名推薦) (3)浸禮班：基督信仰與生活倫理(查閱教會課堂記錄) (4)信約：承諾持守本會的核心價值(在申請表上簽名)      注意：最後遞交表格日期為 19/05。  4. 澳亞基督教會主辦，莫慶堯博士慈善基金贊：沈祖堯教授 2019生命的對話 

 5. 中神澳紐培靈講座：主題：合神心意的祈禱         主講：李思敬院長 日期： 8/86 星期六        時間： 5:30pm(直播)      地點：澳亞基督教會  

日期/時間 主題 1/6 Sat 3:15-5:00pm At the Round-about of Life: God is our GoogleMap (沈祖堯) 2/6 Sun 2.15-4:15pm 人生中場的省思與突破 @Decision and Choices: What I Learned from Joshua (沈祖堯) @使徒保羅的生命範例：被動迎向，主動突破 (李秉源) 3/6 Mon 7:00-9:00pm 迎向召命(沈祖堯/丘遠東) @ On Challenges as Doctor during SARS and President of a  University @ On Challenges as a Drug Abuser to Become a Social Worker 粵語講座，設問與答，華語(耳機)傳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