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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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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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7pm 梁傳道 宣教 11/8  10:20am 譚弟兄 英語 11/8  11am 楊傳道 華語 18/8  10:20am 李牧師 
祈禱會 (下次舉行) 負責同工 

兒童 (41 人)  導師 (2 人) 英語 ( 31 人) 粵青冬令營 (51 人) 早堂 ( 231 人)  總數： 356 人 

 本主日(21/07) 下主日(28/07) 證道 / 翻譯 楊坤元傳道/唐一暉  李秉源牧師/陳肖琿  招待 迎新 梁雪雯  陳夢  沈譚碧蓮  張海清  張毓珍  周奉椿  王莹  黃莊美美  音響媒體 陳沅鉦  張雨恩  王順興  陳浩賢   羅曉聆  貝朝毅  點算奉獻 梁穎思  黃嘉玲  張新樹  周菡  林小淳  陳夢  21/ 07 / 2019 

日期 經文 22/7 星期一 民 17-18 23/7 星期二 民 19-20 24/7 星期三 民 21 25/7 星期四 民 22 26/7 星期五 民 23 27/7 星期六 民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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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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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配得  我一生要讚美祢  保守我心   禱告 奉獻：堂費   證道：撒種與收成：把握機會向眾人行善 經文：  加拉太書 6 章 1-10 節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 默禱  聖餐  (同領主身體 )林前 10:16-17，11:28-29 

本週金句：民 18:32 當你們把其中最好的獻上為舉祭，就不致於因它擔當罪。你們不可玷污以色列人的聖物，免得死亡。         294-300 Morphett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aacc_chinese@yahoo.com.au www.aaccsa.org.au 8231 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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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願神的話語成為每位奉獻者的祝福－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瑪拉基書 3:10) 《和修本》   2. 為教會正為主任牧師申請簽證禱告：首階段的延期申請，已遭駁回；已進入「上訴」階段。求主帶領！  3. 為中秋同樂日(14/9)的籌備會和粵語家庭營(6-8/12)的籌備會禱告，求主賜予各籌委肢體事奉的心和力量。  4. 為教會多個外展事工已持續多年感恩，並求主繼續使用：親友聚會九周年、讚美操五周年，而 AWANA、籃球和醫關探訪三周年，並最持久的兵乓球。  5. 敘利亞內戰打了八年，美伊在波斯灣角力，日韓正進行貿易戰，香港的遊行仍未止息，求上帝憐憫這動盪的世界，也為執政掌權者禱告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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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的話 (楊坤元傳道 ) 21.07.2019  講題：撒種與收成：把握機會向眾人行善                    經文：加拉太書 6 章 1-10 節   「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加六 7）耶穌在教訓人要提防法利賽人的假冒為善，影響力像一點點的麵酵時，說：「隱藏的事也沒有不被人知道的。」（路十二 2）意思是如果我們表面上有好行為，向人行善，但若內裏有另有私心，總有一天，別人必定看見我們的底蘊，真正的居心會顯露出來。 從保羅指責在加拉太教會中混淆了基督福音的假師傅的提醒裏，保羅在「行善」的事上有甚麼指引？我們「行善」時需要注意甚麼？ 信息大綱 撒種與收成：行善的基礎 行善的指引： （一）用溫柔的心去挽回  （二）對神對己坦白   （三）受教圖報 查經材料 1. 加拉太信徒想要從福音真理以外的途徑去尋找自己的價值，但保羅告訴他們應該怎樣做？ 講道中只能涵蓋其中三樣，請嘗試在（加六 1～ 6）更詳細地例出。 2.（加六 1）「偶然被過犯所勝」。當中一些加拉太信徒偶然被甚麼過犯所勝？ （參考加五 2～ 4 ；也參考加三 1～ 2） 3. 為甚麼第 3節的態度會阻礙人去行出第 2節的教導呢？ 4. 在第 1題中所詳述的： a. 哪些是你的團契／小組擅長的？哪些是你們可以做得更好？ b. 帶哪些是你個人在團契／小組中可以帶出不平凡的影響力？ 5. 第 7～ 8節帶出甚麼得原則？這原則對你有甚麼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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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事工回復如常舉行： Playgroup ： 24/7(三) 10am       AACCBB worship ： 28/8(主日)11am， Awana : 28/8(主日)11am     3. 26-27/7李牧師帶領華青家庭營(Moota Bay Cabins)。   4. AACC Child Safe Environment Training 於 4/8 (主日)下午 2 時在教會舉行。 凡有心志於兒童事工服事者，請與 Yuki Chu聯絡或報名。  5. 粵語家庭營籌委會的報告：   「粵語家庭營將於 12月 6-8 日舉行，營地是 Nunyara Conference Centre, Belair，教會去只需半小時車程。主題是「愛‧回家」，講員是褚永華牧師(香港神學院前院長)。     英文堂年青人會一起在營地裡舉行 Come Home Love英語營會。請粵語弟兄姊妹預留時間，歡迎攜帶親友參加，共聚家的歡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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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 14/7 奉獻 A) 什一 Tithing $40.00 (B) 主日 Regular $2,518.30 (C) 宣教 Mission $30.00 (D) 建堂 Building Fund $0.00 (E) 神學基金 Theological Education Fund  $0.00 (F) 慈惠關顧 Care & Concern  $0.00 (G) 感恩/其他 Thanksgiving/Others $450.35 *  不包括網上奉獻                              合計  $3,038.65 

已承諾認獻：$590,091.00  實收獻金： $587,436.60(至 19/07/2019 )         「歸還修建聖殿貸款」 專用帳戶 
Austral-Asian Chinese Church Inc BANK ： ANZ BSB ： 015-025   A/C No. 906012665 奉獻代號 BF01 ：一人一日一元 BF02 ：每天少喝一杯咖啡 BF03 ：修建澳亞城牆 BF04 ：免息貸款 目標 74 萬元，仍需要弟兄姊妹認獻支持，「認獻表」備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