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秉源牧師   0412 860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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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3) 下主日(15/03) 證道 / 翻譯 劉孟萍牧師/周奉椿  李秉源牧師/劉天然       招待 迎新 黃嘉玲  梁姚杏  黃莊美美     廖翁玉娟  陳愛華  周依依  張毓珍  音響媒體 李鈺瀅  趙彥熙  王順興  王順興  岑梓樑  林冠宇  點算奉獻 梁穎思  張新樹  羅曉聆  周菡  馮曉筠  羅曉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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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 10 :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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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 11:00am 繁體字中文班 

週間其他活動  
週五 10:00am 讚美操 
祈禱會 (下次舉行) 負責同工 華語 05/4 10:20am 李牧師 粵語 01/4 7:00pm 梁傳道 宣教 12/4 10:20am 譚弟兄 

BB Worship ( 4 人)  導師/家長 ( 7 人) 英語 (34 人) Awana ( 39 人)  老師 ( 15 人) 早堂 ( 185 人)  總數： 284 人 
上主日(01/03)崇拜人數 

主日崇拜： 11:00am  英語 11:00am 親子崇拜 11:00am Awana  11:30am 成人(粵語/華語) 
08/ 03/ 2020 

日期 經文 09/03(一) 弗  1-2 10/03(二) 弗  3-4 11/03(三) 弗  5-6 12/03(四) 王下 1-2 13/03(五) 王下 3 14/03(六) 王下 4 

主日崇拜程序表 

2020 主題目標 我們都是一家人 經訓：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上帝家裡的人了； (以弗所書 2:19)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馬太福音 5:15)  目標： 1.吾愛吾家 2.團契生活 3.移民宜家 

給海外華人一個家      建立強壯的新一代 

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擁戴祂為王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十架上的愛   賜福與你 禱告 奉獻：堂費   證道：不見一人，只見耶穌 經文： 馬太福音 17:1-9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 默禱  本週金句： 弗 2:19 這樣，你們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與聖徒同國， 是神家裏的人了。 

給海外華人一個家   建立強壯的新一代 

        294-300 Morphett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aacc_chinese@yahoo.com.au www.aaccsa.org.au 8231 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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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 2020 年第一季「生命之道」課堂(海外上課點：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美國）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持續未明，生命之道的課堂作出以下安排： @2020 年第一季的課堂會全部取消，並會順延至第二季舉行。 @原定於 23/5 生命之道培靈會，亦一併順延至明年才舉行。  3. 完成第一年讀經攻略且已登記的有 76 人，於下主日(15/3)崇拜後即時頒發證書 和禮物，以示鼓勵！   4. 澳亞基督教會 2020 受苦節默想禱告會： 主題： Via Dolorosa 苦路十四站  日期： 10/4(五)                時間：晚上 7:00-8:00 請弟兄姊妹務必參加   5. 基督信仰與倫理抉擇班(浸禮班)   日期： 19/4-10/5(共四節)      對象：未受浸的信徒 內容：(1)認識基督教真理的兩條腿：信仰教義 + 倫理抉擇 (2)信仰教義乃教導我們所信的真道內容；倫理抉擇是指明基督徒在世生活 應作的抉擇和該守的價值。 (3)經訓：「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在 你們那裏，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 的福音齊心努力。」(腓 1:7)。15/3開始接受報名。  6. 同工動態： 李牧師放取年假，13-20/4； 24-28/4  (其中 24-26/4乃應悉尼「華澳浸信會展信堂」之邀主領粵語教會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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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3 奉獻 A) 什一 Tithing $120.00 (B) 主日 Regular $2,111.20 (C) 宣教 Mission $9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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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05 *  不包括網上奉獻                              合計  $3,53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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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感感感    恩恩恩恩    與與與與    代代代代    禱禱禱禱    1. 願神的話語成為每位奉獻者的祝福－各人要隨心所願，不要為難，不要勉強，因為神愛樂捐的人。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做各樣善事。(哥林多後書 9:7-8) 《和修本》   2. 為教會禮聘主任牧師和英語牧者的進程禱告。求主帶領。  3. 在疫情陰霾下，求主護衛仍然聚會的肢體，賜下相交的喜樂和在主裡的平安，也求主祝福那些在家裡藉網絡敬拜和團契的家庭。  4. 唐人街的商業活動因新冠狀病毒的恐慌而客源減少，已有多家商店關門。請在禱告中紀念！  5. 為韓國、日本、伊朗、意大利、德黑、法國和美國等的疫情甚是嚴峻禱告，求主止息惡疾，求主救治病患，求主保護前線的醫生、護士和員工，賜智慧予各國的執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