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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代禱 

 

1. 願神的話語成為每位奉獻者的祝福：在耶和華－你神所選

擇的地方朝見他，卻不可空手朝見。各人要按自己的力

量，照耶和華－你神所賜的福分，奉獻禮物。 

(申命記 16:16-17) 

 

2. 為中文堂崇拜的講道與講道者：李秉源@《詩篇》&《約

拿書》、孫偉光@ 「十誡」、楊坤元@《約翰壹書》、

梁健雄@《雅各書》。 

 

3. 三語群體的聯合活動及負責同工禱告： 

*28/4 平安喜樂音樂夜(孫偉光+Maria) 

*13-15/7 Life Impact Camp for Youth(楊坤元+英華粵

青少年) 

*26/10 南澳眾華人教會聯合敬拜奮興會(華人教會教牧聯

禱會+同心圓) 

 

4. 為宣教行動 Mission Naracoorte 5 將於 13-14/1 開展禱

告，為譚祖德一行 8 人訪宣隊的服侍禱告。 

 

5. 新一年為這世界禱告：願父神的國降臨、願父神的名在澳

洲被尊為聖、願父神的旨意行在我們教會。 

1 月 16 日上午 9 時起接受網上報名： 

https://www.cgst.edu/hk/cht/wolcourses/index/au 

本主日   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李秉源牧師/庄喜梅 

招待 迎新 王莹  梁姚杏  黃嘉玲  黃莊美美  

音響媒體 貝朝毅  羅曉聆    

點算奉獻 梁穎思  黃嘉玲  

看英華粵各顯風姿 

數三群體使命合一 

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我要全心讚美  每一天我需要祢  有福的人 

禱告 

奉獻：堂費/宣教 

證道：福哉斯人  詩篇第一篇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牧者的話(李秉源牧師) 07.01.2018 家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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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需要信徒的禱告，弟兄姊妹請一起來感恩和祈求： 

@金香爐英語祈禱會，14/1(主日)，上午 10:30，新堂。 

@金香爐粵語祈禱會，21/1(主日)，上午 10:20，副堂。 

 

3. 同工動態： 

    @9-29/01/18 楊坤元傳道放取年假。 

 

4. 由李何淑楨姊妹帶領，李牧師勉勵的「翻譯同工分享會」 

於 14/7 下午一時 201 室舉行，歡迎翻譯同工及有心志參與 

此事奉的弟兄姊妹參加。 

 

5. 「生命之道」書卷《創世記》研習，將於 16/1 上午 9 時 

起，於網上接受報名： https://www.cgst.edu/hk/cht/ 

wolcourses/index/au 

 

6. 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 「生命之道」體驗課及事工分享會 

日期： 2 月 4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2: 00 - 4:00 

地點：澳亞基督教會主堂 

講員：梁國權先生(「中神」生命之道事工主任) 

     費用全免、無須報名、歡迎弟兄姊妹赴會 

網上奉獻銀行戶口： 

 

ANZ Banking Group  
 

Austral-Asian  

Chinese Church Inc 
 

BSB ： 015-025   

A/C No. 247911367 

 

Offering Type 奉獻項目及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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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 崇拜傳袋奉獻：$4,102.45 

兒童(24 人) 英語(40 人) 早堂(243 人) 總數： 307 人 

~ ~ ~ 請列明奉獻項目或代碼 ~ ~ ~ 

14/01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梁健雄傳道/唐一暉 

主題/經文 信心和忍耐     雅 1:1-11 

招待 迎新  張敏青  陳愛華  張毓珍  廖翁玉娟  

音響媒體 湯瀚翔  岑梓樑  王順興   

點算奉獻 周菡 黃嘉玲  

詩篇系列之蒙褔旅程 

 

《詩篇》簡介 

詩篇(Psalms)與約伯記、箴言、傳道書、雅歌合五卷， 

在基督教聖經裡歸屬為「智慧書」。猶太人稱詩篇為「讚

美之書」(Hymns of Praise)，但按近代華人舊約聖經學者唐

佑之的分類，詩篇不單是讚美詩，還有感恩詩、信靠詩、祈禱

詩、悔罪詩、盼望詩、默想詩和禮拜詩等，這可能更切合詩篇

那多元且豐富的詩句和意境。 

詩篇共有 150 首，每首詩原是配有音樂，是可供頌唱的

歌。現今只存留文字，及部份曲調的名稱，如調用「朝鹿」

(第 22 篇)、「女音」(第 46 篇)、「遠方無聲鴿」(第 56 篇)、

「休要 

毀壞」(第 57 和 59 篇)，和用「迦特樂器」(第 8 和 81 篇)

等， 

只可惜，音樂早已失傳。 

 

講題：冥冥中有道 

經文：詩篇第一篇 

 

信息大綱 

一、 詩篇的序言：有福之道(1:1-2) 

二、 人生的起點：選擇之道(1:3-5) 

三、     宗教的始源：真信之道(1:6) 

 

經文的查考與分享 

1.《詩篇》知多少： 

1.1 詩篇著有「大衛的詩」共有幾篇？ 

1.2 詩篇著有「亞薩的詩」共有幾首？ 

1.3 詩篇著有「上行之詩」是哪幾首？ 

1.4 詩篇字句最短的是哪首？ 

1.5 字句最長的是哪首？ 

1.6 哪兩首詩的句子幾乎是一樣的？ 

1.7 哪一位宗教改革家說《詩篇》是「一本剖析靈魂的書」？ 

1.8 詩篇裡哪一首詩是你可以背誦的？ 

1.9 詩篇的首篇是第一篇，為何是它？ 

1.10 詩篇最後一首是第 150 篇，為何是它？ 

 

2. 承上題(1.9)和(1.10)，這明顯是編輯《詩篇集》的人想要 

表達的意念。哪是甚麼意念？ 

3. 讓經文說話：讀第 1-2 節。 讀第 1-2 節。 

3.1 經文呈現生命有哪兩種的選擇？ 

3.2 其中晝夜思想神的律法的「思想」是甚麼意思？你有做到

嗎? 

3.3 分享聖經(=神的律法)如何幫助你選擇了神的路？ 

 

4. 讓經文說話：讀第 3-5 節。 

4.1 經文呈現生命有哪兩幅的圖象(=兩種結果)？ 

4.2 分享自己或別人的經歷：選擇神的路所帶來的祝福或禍患？ 

 

5. 第 6 節是詩人的一句簡略句子。 

5.1 前句「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是因，其果應是甚麼？ 

5.2 後句「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是果，則其因是甚麼？ 

5.3 寫出重組後的全句子來： 
 

6.「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 

6.1 這裡的「知道」在聖經裡有著甚豐富的內涵。 

       參閱以下譯本後，表達你的認知： 

@因為耶和華看顧…(新譯本) 

@因為耶和華關懷…(現中本) 

@For the Lord watches over the way of the righteous… 

    (NIV) 

@The Lord is intimately acquainted with…(CEB) 

6.2 若以 10 為滿分。神知道你多少(有幾分)？你知道神多少 

     (有幾分)？如何提升你對神的知道的分數？ 

上主日(31/12)崇拜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