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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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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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7pm 梁傳道 宣教 6/10  10:20am 譚弟兄 英語 6/10  11am 楊傳道 華語 20/10 10:20am 李牧師 
祈禱會 (下次舉行) 負責同工 

BB Worship (7 人)  導師/家長 (12 人) 英語 ( 30 人) AWANA ( 64 人)  老師 ( 10 人) 早堂 ( 241 人)  總數： 364 人 

 本主日(22/09) 下主日(29/09) 證道 / 翻譯 李秉源牧師/駱潔儀  孫偉光牧師/周奉椿  招待 迎新 王莹  黃月雲  黃嘉玲  廖翁玉娟  張毓珍  陳愛華  黃莊美美  蘇醒  音響媒體 李鈺瀅   張雨恩  貝朝毅  陳沅鉦  趙彥熙   王順興   點算奉獻 周菡  林小淳  陳夢  周菡  陸國鴻  黃嘉玲  22/ 09 / 2019 

日期 經文 23/9 星期一 申 32 24/9 星期二 申 33-34 25/9 星期三 詩 107 26/9 星期四 詩 108-109 27/9 星期五 詩 110-114 28/9 星期六 詩 11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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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祢寶座前   何等恩典 奇異恩典   呼求祢憐憫 禱告 奉獻：堂費   證道：雅比斯的禱告 經文：  歷代志上 4:9-10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 默禱  本週金句：詩 112:1 哈利路亞！ 敬畏耶和華，甚喜愛他命令的， 這人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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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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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9.2019  講題：雅比斯的禱告(The Pray of Jabez)              經文：歷代志上 4:9-10      信息大綱： (1)福—認定神要賜福你    (2)求—擴張你的疆界 (3)手—接受神聖的觸摸    (4)佑—逆轉你的艱苦/命運  查考目的：學習雅比斯向神的禱告，並切盼在我們的禱告裡能經驗神的應允和作為。  經文的查考與分享 1. 破冰題。每一位組員都為自己向神禱告寫一段祈禱文。  2. 除了這兩節經文外，在聖經裡還有別的經文記載雅比斯嗎？(參代上 2:55)  3. 「雅比斯比他眾兄弟更尊貴…」(9a)。雅比斯能夠在眾弟兄間鶴立雞群、高人一等的 原因是什麼？  4. 「他母親給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說：『我生他甚是痛苦。』」(9b) 4.1 想像一下，雅比斯的母親是個怎樣的母親？童年的雅比斯會喜歡和親近自己的 母親嗎？ 4.2 分享童年的你與母親的關係？她，今天如何？你懷念她嗎？  5. 雅比斯扭轉人生困局或悲慘命運的方法是「向神禱告」。這在聖經裡還有許多的例子 5.1 舉舊約聖經一位人物。  5.2 舉新約聖經一位人物。 5.3 舉今天一位你認識的人。  6. 閱讀雅比斯的禱文兩次：「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疆界，你的手常與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各人安靜一分鐘，分享以下問題： 6.1 哪一句對你是最實際的？     6.2 哪一句你覺得屬靈人是不會這樣禱告的？ 6.3 哪一句對你是最有啟發性的(意即，你不會這樣禱告)？ 6.4 檢視剛才你寫的禱文與雅比斯的禱文的最大差別是什麼？     7. 應用問題：每個組員都分享，我從雅比斯的禱告裡學到些什麼？ 感感感感    恩恩恩恩    與與與與    代代代代    禱禱禱禱    「你也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是要苦煉你，試驗你，    要知道你心內如何，肯守他的誡命不肯。」(申命記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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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聘主任牧師小組(李秉源、譚祖德、鄧炯光、黃嘉儀、貝朝毅)開展工作禱告；求主預備合適牧者  3.  為第 15 屆執事會快將完成神所託付聖工感恩！並為新一屆七位執事禱告，求主賜智慧、加能力！  4.  為 23/9-1/10 斐濟短宣隊代禱：一行十人，求主賜合一的心，在斐濟的中小學校和教會裡宣告並見證基督是主。  5.  前天在 Victoria Square 有數千人集會遊行，要求政府採取更多行動以應對氣候變化對全球生態的影響。求主憐憫這過度開發的地球—我們人數的家！  6.  為香港求平安，不要再有死傷；為香港人求複和，不要再撕裂下去；並為當前政治的困局能得解決禱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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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 奉獻 A) 什一 Tithing $40.00 (B) 主日 Regular $2,493.15 (C) 宣教 Mission $110.00 (D) 建堂 Building Fund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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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75 *  不包括網上奉獻                              合計  $3,2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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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年會員大會於今天下午二時主禮堂舉行，請會員出席。  3. 中秋同樂日義賣小食共籌得$1,203.60，全數撥給 Women’s Legal Service(SA) 。  4. 29/9 (主日) 讀經攻略季會(三) 內容：敬拜、分享讀經心得、讀經難題解答、互相支持禱告 負責人： Cyril         時間：下午 2-3 時      地點：大堂 宣傳：可將讀經問題經電郵發送到 cyril@aaccsa.org.au，或於崇拜後放於問題收集箱。  5. 6/10(主日)11:30 於主禮堂為「親子崇拜」，下午 2:30 卡通電影「雪人奇緣」，門票每張
$15，4 張$55。崇拜後在迎新桌前購買。 

Piccadilly 電影院地址 (181 O’Connell St, North Adelaide SA 5006)  6. 本會首次差往斐濟作福音服侍的短宣隊，將於 23/9 起行，先飛墨爾本，再轉飛濟 Nadi。全程九天，一行十人，由楊傳道和 Ps Robert Bell 帶領，在當地不同的小學、中學和教會裡宣揚並見證主耶穌基督的救恩。懇請大家，每天在禱告中提名記念他們：平安、合一、能力和喜樂！ 團員名單： Robert Bell, William Young, Naomi Young, Jonathan Ko, Lam Lok Tung,  

                     Ko Check Fung, Janice Chow, Tsoi Yuk Ying, Aaron Tan, Natasha Lau.  7. 粵語家庭營，於 6-8/12(星期五、六、日)舉行： 主題：愛回家 (Come Home Love) 講員：禇永華牧師 {香港神學院前院長} 地點： Nunyara Conference Centre, 5 Burnell Drive, Belair 5052 報名：即日開始，崇拜後在活動廳。報名表已詳細列明所需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