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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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3) 下主日(29/03) 證道 / 翻譯 楊坤元傳道/盧倩儀 梁錦波院長  敬拜隊 譚穎思  張巍   音響媒體 陳沅鉦  張雨恩  貝朝毅  王順興  羅曉聆  貝朝毅  團團團團    契契契契    區區區區    牧牧牧牧    聚聚聚聚    會會會會        ((((網網網網    上上上上    舉舉舉舉    行行行行))))    週間其他活動  親友聚會(華語) 暫停 BB Playgroup  乒乓球 讚美操 繁體字中文班 祈禱會 (網上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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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日(15/03)崇拜人數 現場禮堂崇拜 英語 (9 人) 粵/華語 (21 人) 網上點擊人數 英語 ( 12 人) 粵/華語 (105 人) 總數： 147 人 

粵語 分齡 網上聚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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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聚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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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11:00am  英語 (網上直播) 11:00am 親子崇拜 (暫停) 11:00am Awana (暫停)  11:30am 粵/華 (網上直播) 

22/ 03/ 2020 

日期 經文 23/03(一) 王下 15 24/03(二) 王下 16-17 25/03(三) 王下 18 26/03(四) 王下 19 27/03(五) 王下 20-21 28/03(六) 王下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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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早晨到夜晚     榮耀的呼召   從心合一 禱告 奉獻：堂費   證道：上帝的家：敬拜的群體  經文： 徒 12:24-13:3 ；羅 12:1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 默禱  本週金句： 王下 17:18 所以耶和華向以色列大大發怒， 從自己面前趕出他們，只剩下猶大一個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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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教會家事會議 議題：(1) 聘請余俊銓牧師為本會的主任牧師任期三年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2) 2020 赤字預算及疫情底下的奉獻安排 日期： 5/4/2020 (主日)            時間：崇拜後即時舉行 參加者請自行下載 Zoom Cloud Meetings 程式  3. 公告：本會謹定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九日崇拜後舉行特別會員大會。 議題：聘請余俊銓牧師為本會的主任牧師任期三年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4. 「讀經攻略」4-6 月書簽，因聚會暫停，現以電子版發給團契/小組，並歡迎新肢體 加入。   5. 澳亞基督教會 2020 網上受苦節默想禱告會：  日期： 10/4(五)        時間：晚上 7:00-8:00           主題： Via Dolorosa 苦路十四站         請弟兄姊妹務必參加   6. 因著疫情肆虐，為免群聚感染，教會聚會全部暫停。但是，主的話是這樣說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來 10:25) 就是說，聚會可停但信徒來敬拜上帝和彼此團契相交卻是不可停的。為此，除了主日崇拜在網上直播外，教會還引入網絡上聚會和會議的新模式： ZOOM移動應用程序。同一時段可讓兩個團契/小組和事工團隊使用，每次人數最高可達 100人，沒有用時量的限制。指引如下： 1.      代表：每團契/小組或事工團隊派一人作代表 2.      密碼：代表將會獲得登入密碼及使用指引 3.      預約：使用時間，先到先得(暫設兩條頻道，有需要會加增) 4.      聯絡：華語找李牧師，粵/英語找梁傳道 註：所有使用者，皆須自行上網下載 Zoom Cloud Meetings 程式，而各款手機和         各式電腦皆可使用。 
    ~ ~ ~ 請列明奉獻項目或代碼 ~ ~ ~ 網上奉獻銀行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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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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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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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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禮聘主任牧師和英語牧者的進程禱告。求主帶領。  3. 為澳洲二千四百萬人的身體健康和生活平安向主祈求：能有多點防疫的警覺性， 能互相關顧且不會屯積生活物資，而信徒在家裡有多點時間與家人一起讀經、 祈禱和敬拜天父上帝。  4. 為到澳洲正面對新冠病毒肺炎的挑戰向上帝禱告：求病患者得醫治，求前線醫護得保護，求聯邦總理及各洲洲長得著從上而來「防疫抗疫」的智慧。  5. 為全球截止 19/3共有 176個國家和地區受到新冠病毒的入侵，確診人數超過 22萬人，死亡人數達到 8982人，而且，這病毒仍在蔓延。主啊，求你醫治這地，求你憐憫這地的人。(代下 7:14)。 

 牧者的話 (楊坤元傳道) 22.03.2020  主題：上帝的家：敬拜的群體    經文：徒 12:24-13:3 ；羅 12:1  敬拜不單只是神家不可推諉的任務，敬拜更是神家尊貴的使命。教會不單只在地上敬拜神，就算在永恆的國度，教會將繼續敬拜，就像啟示錄告訴我們的！讓我們一同思想有關敬拜超越時空、亙古不變的真理，聚焦神家對敬拜核心的認識。  大綱：敬拜中愛慕神之家         敬拜中行動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