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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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19/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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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  10:20am 譚弟兄 英語 09/6  11am 楊傳道 華語 16/6  10:20am 李牧師 
祈禱會 (下次舉行) 負責同工 

BB Worship ( 8 人)   導師/家長( 11 人) 英語 ( 33 人) AWANA ( 59 人)老師( 13 人) 早堂 ( 276 人)  總數： 400 人 

 本主日(26/05) 下主日(02/06) 證道 / 翻譯 李秉源牧師/唐一暉  孫偉光牧師/周奉椿  招待 迎新 張毓珍  陳愛華  王莹  廖翁玉娟  夏永芳  廖翁玉娟  黃莊美美  周菡  音響媒體 李鈺瀅  張雨恩  貝朝毅  岑梓樑  林冠宇  貝朝毅  點算奉獻 周菡  陸國鴻 陳夢  林小淳  馮曉筠  梁穎思  張新樹   26/ 05 / 2019 

日期 經文 27/5 星期一 利 12-13 28/5 星期二 利 14 29/5 星期三 利 15-16 30/5 星期四 利 17-18 31/5 星期五 利 19-20 01/6 星期六 利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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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是我產業       阿爸天父   又新氶活的路 禱告 奉獻：堂費    證道：信心宣告的實底  經文：加拉太書 4:21-31(和修本)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 默禱  本週金句：利 19:1-2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要吩咐以色列全會眾， 對他們說：你們要成為聖，因為我耶和華 –  你們的神是神聖的」         294-300 Morphett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aacc_chinese@yahoo.com.au www.aaccsa.org.au 8231 9993 



牧者的話 (李秉源牧師) 26.05.2019 (附頁) 家家家家    事事事事    分分分分    享享享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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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第一次浸禮於今天下午二時舉行，請弟兄姊妹留步觀禮，共證主恩。 受浸弟兄姊妹：滴禮：張寶貴 浸禮：張海清、梁雪雯、李橋梅、張松寒、Caleb Leu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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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6 Sat 5:00-6:45pm     At the Round-about of Life ： God is our GoogleMap (沈祖堯) (2) 2/6 Sun 11:00-12:30pm (English) @New hall     Jesus/Christian Faith is our GoogleMap – (Prof. Joseph Su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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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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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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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星期六               時間： 5:30pm(直播)       地點：澳亞基督教會   5. 澳亞福音月餅將於 9/6 接受訂購 目的：善用節期和禮品，接觸未信親友同事，邀請參加 14/9 的中秋晚會 特色：香港榮華雙黃白蓮蓉月餅，內附福音單張、單個包裝盒，方便送贈更多親友。   6. 訃聞： 吳蘭美傳道(Ps Lois Koerniawati) 於 2019 年 5 月 21 日息去世上的辛勞，安息在主的懷中。追思禮亦於 5 月 25 日在教會舉行，一眾弟兄姊妹藉著詩歌、分享、視頻和聖經信息，懷緬曾在且仍在我們中間的「主的使女」。   

1. 願神的話語成為每位奉獻者的祝福－我說這話，並不是命令你們，而是藉著別人的熱忱來考驗你們愛心的真誠。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好使你們因他的貧窮而成為富足。(哥林多後書 8:8-9) 《和修本》   2. 為主任牧師申請工作簽證的延長禱告(30/7到期)，六月正式呈遞申請信和相關檔，祈求主賜我們合祂旨意的結果。  3. 為欠缺華語牧者，請持續地向主祈求。  4. 為執事會財務小組的成員和工作禱告，求主加添額外的心力，好增強教會在奉獻和收支的透明度。  5. 為沈祖堯教授于 1-3/6在本會四節課堂(lectures)禱告，求主使用，讓會內會外的參加者皆看見並聽見在基督裡的生命和見證。  6. 為基督徒總理莫理森未來三年的領導和施政禱告，求神厚賜智慧能力，彰顯基督信仰的核心價值，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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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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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