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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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8) 下主日(30/08) 證道 / 翻譯 梁健雄傳道/庄喜梅  李秉源牧師/麥淑蘅  敬拜隊 繆碧儀 劉稀銘  音響媒體 林冠宇  貝朝毅 王順興  岑梓樑  招待 迎新 張海清  梁雪雯  黃月雲  黃莊美美 張海清  梁雪雯  黃月雲  周奉椿  
點算奉獻 林小淳  汪子棟  蘇醒  梁穎思  羅曉聆  周依依  

上主日(16/08)崇拜數據 現場禮堂崇拜 英語 (30 人) 粵/華語 (145 人) 網上點擊數  粵/華語 ( 82 ) Awana ( 39 人)  導師 (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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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9 10:20am 李牧師 粵語 02/9  7:00pm 梁傳道 宣教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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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友聚會(華語) 暫停 BB Playgroup  週三 10:00am 乒乓球 暫停 繁體字中文班 週六 11:00am 

週間其他活動  
讚美操 週五 10:00am 

主日崇拜： 11:00am 英語 (實體/網上) 11:00am 親子崇拜 (暫停) 11:20am Awana (實體集隊)  11:30am 粵/華(實體/網上) 
23/ 08/ 2020 

日期 經文 24/08(一) 賽 34-36 25/08(二) 賽 37-38 26/08(三) 賽 39-40 27/08(四) 賽 41-42 28/08(五) 賽 43-44 29/08(六) 賽 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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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抬起頭的神     祢是我神     差遣我 禱告 奉獻：堂費   證道：人生在世 有種責任 經文：馬太福音 9 章 35-38 節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 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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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 賽 26:4    你們當倚靠耶和華，直到永遠， 因為耶和華，耶和華是永遠的磐石。 



 牧者的話 (梁健雄傳道 ) 23.0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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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 年候選執事簡介 家家家家    事事事事    分分分分    享享享享    

主題：人生在世 有種責任    經文：馬太福音 9 章 34-38 節  引言：每個跟從耶穌的人都離不開社會責任，其中一個信仰的危機是將 “屬世的事”  與 “屬靈的事” 二分化，導致信仰上的偏差，今天的分享集中於福音書中 耶穌的榜樣及教導。  大綱： 1) 何謂“社會”、“服務” ? (太 9:35、20:28) 2) 耶穌的榜樣、吩咐 (太 9:35-38、20:27) 3) 見證分享: 澳亞社會服務的現況、前景 (雅 2:15-16、彌 6:8、太 25:35-40、賽 6:8 )  總結: 為主作更大的事! (約 14:12)  開放討論問題：你可以為主作什麼? 在社會服務上可以有什麼參與? 

候選人：張巍 Victor Zhang 本堂會現任：執事會成員(一年)、                        伊甸小組查經、 敬拜隊組長 受浸日期： 2004 年 10 月 10 日 於本堂會受浸成為會員。 家庭狀況：已婚 配偶：朱琳娜 Linna Zhu，育有四名兒子 
候選人：林冠宇 Ken Lin 本堂會現任：伊甸小組組長                     主日崇拜音響控制 受浸日期： 2007 年 10 月 28 日 於本堂會受浸成為會員。 家庭狀況：已婚 配偶：陸詠玲 Rita Lu，育有三名兒女 

                           
社   服   組 召集人：朱偉國弟兄 (迦南牧區) 核心成員：趙彥熙弟兄 (職青牧區) 特邀成員：林張慕那姊妹 (以諾團) 執事會：張巍執事 (伊甸小組) 教牧：梁健雄傳道 

所屬事工：乒乓球 讚美操 醫關探訪 廣東話繁體字中文班 playgroup 新移民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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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的教牧團的需要和重整禱告：余俊銓牧師於十月可如期到任，盼今年底能確定待聘的英語牧者，梁健雄傳道在職進修，李秉源牧師的簽證在上訴。  3. 為 Naracoorte的宣教工作禱告，持續在網上的團契和培訓，而訪宣隊亦定於 29-30/8出發，求主使用。  4. 為社會服務組裡的成員禱告，求主使用他們的事奉；為社服組領受到「進社區、服侍人」的異象和計劃禱告，求主一步一步地帶領。  5. 為自新冠疫情以來將有首批國際學生返回澳洲的安排禱告，叫政府相關部門有到位的防疫措施；也為企待自中國返回的華青弟兄姊妹禱告，求主開暢通的門。  6. 為香港禱告！因澳洲提供避風港將有許多港人移民來南澳，求主幫助教會作超前預備，讓新移民找著「我們這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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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收據 Receipt : 否 No �       是 Yes �  奉獻$100 或以上才發收據 (但不能作扣稅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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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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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1,804.50 $100.00 $0.00 $0.00 $0.00 $250.00 
Offering Type 奉獻項目及代碼 16/08 主日  禮堂奉獻 

合計  $2,154.50 

10-16/8 網上奉獻 $2,273.10 $2,309.90 $0.00 $600.00 $0.00 $0.00 $0.00 $5,18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