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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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6) 下主日(21/06) 證道 / 翻譯 楊坤元傳道/麥淑蘅 梁健雄傳道/唐一暉        敬拜隊 譚穎思  張巍  音響媒體 貝朝毅 岑梓樑 周欣杰  陳可盈  

上主日(07/06)崇拜數據 現場禮堂崇拜 英語 (10 人) 粵/華語 (12 人) 網上點擊數 英語 ( 10) 粵/華語 ( 120 ) Awana 點擊數 (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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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 (網上舉行) 負責同工 華語 05/7 10:20am 李牧師 粵語 01/7 7:00pm 梁傳道 宣教 12/7 10:20am 譚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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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間其他活動  親友聚會(華語) 暫停 BB Playgroup  網上舉行 乒乓球 讚美操 繁體字中文班 網上舉行 暫停  主日崇拜： 11:00am  英語 (網上直播) 11:00am 親子崇拜 (暫停) 10:30am Awana (網上進行)  11:30am 粵/華 (網上直播) 

14/ 06/ 2020 

日期 經文 15/06(一) 斯 3-5 16/06(二) 斯 6-8 17/06(三) 斯 9-10 18/06(四) 提後 1-2 19/06(五) 提後 3-4 20/06(六) 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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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成為一家人 因著十架愛     一切獻上 禱告 奉獻：堂費   證道：神家慷慨的捐獻  經文： 使徒行傳 11:27-30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 默禱  本週金句： 多 2:11-12 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訓練我們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慾，在今世過克己、 正直、敬虔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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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的話 (楊坤元傳道 ) 14.0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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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攻略」7-9 月書簽，已印刷好，因聚會暫停，現以電子版發給團契/小組，       並歡迎新肢體加入。  3. 網上聖餐：下主日(21/6) 舉行  緣起：因著 COVID-19 疫情影響，主日崇拜自三月改在網上進行以來，信徒每月 一次守聖餐、記念主的禮就停了，而且不知何日才可以恢復實體崇拜。 執行指引： (1)牧者在教堂裡主領。  (2)信徒在家中同步領受。 (3)自備： a) 小杯和葡萄汁 (沒有添加物的純葡萄汁)                   b) 小碟和餅 (1st 無酵餅(unleavened) 或   2nd CRACKERS 完味薄餅)   

家家家家    事事事事    分分分分    享享享享    

主題：神家慷慨的捐獻      經文：使徒行傳 11:27-30  「神家」信息系列已經談論到「教會的身分」、「敬拜獨一神的群體」和「弟兄姊妹的情義」。今次的主題是有關「錢」。俗話說：「談錢傷感情」，不過我希望弟兄姊妹明白，講這主題不是想傷大家的感情，相反我盼望可以更促進弟兄姊妹之間的感情。在教會中，在神的家中，我們可以靠著神的恩典，反轉這個世界告訴我們的常規，談錢可以談出感情來。盼望從今天使徒行傳的故事中，從保羅和初代教會的捐獻行動中去教導我們今天如何經歷捐獻中的喜樂和滿足，一同學習合神心意的慷慨捐獻。 (一) 神家樂意的捐獻 (二) 神家敬拜的捐獻 (三) 捐獻？什一奉獻？今天教會合神心意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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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余俊銓牧師可於 1/8(六) 到任禱告。為聘請英語牧者禱告，求主預備。  3. 全球被新冠病毒蔓延而州與州被隔斷往來，為信徒認定神仍坐著為王，他在看顧我們禱告！為信徒持守在主裡的相交和彼此的關懷禱告！  4. 為到上帝賜福信徒的家庭感恩，他賜新生嬰孩一個接一個，從過去、現在，並及於未來。求天父賜教養子女的智慧和靈命予為父為母的您！  5. 為中國在香港引入「國安法」，美國繼而取消香港「特別關稅地位」，中美兩國以香港為博弈戰場，求主看顧憐憫 750 萬的香港人，並為香港眾教會在這艱難時期能與香港人同行、作見證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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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請列明奉獻項目或代碼 ~ ~ ~ 網上奉獻銀行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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