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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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2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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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人)  導師 (4 人) 英語 ( 22 人)  早堂 ( 268 人)  總數： 354 人 

 本主日(28/07) 下主日(04/08) 證道 / 翻譯 李秉源牧師/陳肖琿  梁健雄傳道/劉天然  招待 迎新 張毓珍  周奉椿  王莹  黃莊美美  周依依 沈譚碧蓮  黃淑潔  陳林玉蓉  音響媒體 陳浩賢   羅曉聆  貝朝毅  陳可盈  李鈺瀅  周欣杰  點算奉獻 周菡  林小淳  陳夢  羅曉聆  馮曉筠  梁穎思  張新樹  28/ 07 / 2019 

日期 經文 29/7 星期一 民 26 30/7 星期二 民 27-28 31/7 星期三 民 29-30 1/8 星期四 民 31 2/8 星期五 民 32 3/8 星期六 民 33 

主日崇拜程序表 主日崇拜： 9:30am  英語 11:00am 親子崇拜 11:00am Aw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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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預備我的心   十架為我榮耀 禱告 奉獻：堂費   證道：基督徒的真記號 經文：  加拉太書 6 章 11-18 節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 默禱  本週金句：民 30:2 人若向耶和華許願或起誓，要約束自己， 就不可食言，必須照口中所出的一切話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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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的話 (李秉源牧師 )附頁 28.0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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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CC Child Safe Environment Training 於 4/8 (下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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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告：本年週年會員大會，謹定於九月廿二日下午二時在教會主堂舉行。 會員若要提出討論動議，須於八月廿五日前以書面方式向執事會主席劉漢仁提出， 或電郵 aacc_chinese@yahoo.com.au。  4. 2019 年 7 位候選執事簡介已張貼報告欄，請會員自行閱讀。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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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份主日崇拜信息：  AWANA Calendar Term 3 日期 崇拜信息(講題或會不同) 經文 講員 Week Theme/Activity 
4/8 社會關懷信息 待定 梁健雄 2 Regular Awana 
11/8 待定 待定 劉孟萍 3 Regular Awana 
18/8 甘苦並嘗拿俄米 得 1:1-7,19-

22;4:13-17 李秉源 4  Regular Awana  
Double Points  day 

25/8 俄珥巴與路得的選擇 得 1:8-18;  太 1:5 楊坤元 5 Birthday Cele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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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教會新一屆執事選舉的七位侯選的肢體禱告，求主祝福他們和他們的家：劉漢仁、     貝朝毅、許文杰、張巍、何兆麟、何韻薇、黃振翔。  5. 為發生在昆士蘭大學裡有國內學生和香港學生的衝突事件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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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 14/7 奉獻 A) 什一 Tithing $40.00 (B) 主日 Regular $2,792.10 (C) 宣教 Mission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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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  不包括網上奉獻                              合計  $3,242.10 

  @ 清潔教會，共籌得$2,040  全數撥為教會建堂基金 @ Cafe CYF 共籌得$2,000 扣除成本$392 後，$1,608 撥入教會經常費 粵青「澳亞歡樂傳萬家」活動籌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