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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11:30am 

尋找宗教新經典  

詩篇 24 篇 

證道：李秉源牧師 

李秉源牧師   0412 860 886  

孫偉光牧師   0466 181 293                        

楊坤元傳道   0421 028 323                         

梁健雄傳道   0403 063 271  

本主日   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李秉源牧師/盧倩儀  

招待 迎新  黃嘉玲  陳愛華  張毓珍  廖翁玉娟  

音響媒體 周欣杰  陳可盈  王順興  

點算奉獻 梁穎思 黃嘉玲  

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這裡有榮耀  我要一心稱謝祢  從這代到那代  

禱告 

奉獻：堂費  

證道：尋求神的新一代  

歡迎/家事分享 

祝福 

18/02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李秉源牧師/盧倩儀  

主題/經文 從年幼到年老的信  詩篇 71 篇 

招待 迎新  梁姚杏  黃莊美美  夏永芳  張敏青  

音響媒體 陳沅鉦  羅曉聆  貝朝毅  

點算奉獻 周菡 張新樹  

數三群體使命合一 
看英華粵各顯風姿 

AACCBB Playgroup 2018 

0.5 -4歲中文認字遊戲小組 
Toddler Chinese Characters Recognition 

集體遊戲、兒歌 
Playtime, Songs 

逢週三 (Wed) 10:00-11:30 AM $2 / per child 

生 命 之 道 查 經 

課程：創世記 

日期： 10/4 至 29/5 (共 8 堂)逢星期二晚上 7-9 時 

地點：澳亞基督教會 

費用全免、自由奉獻 

截止報名日期 27/2 (星期二) 

主辦：中國神學研究院 

協辦：澳亞基督教會 

查詢：梁健雄傳道 0403 063 271 



牧者的話(李秉源牧師) 11.0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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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種的少 

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 

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 

(哥林多後書 9:6-7) 

 

2. 為宣教基金 2018 目標$45,000 的的目標和使命禱告。 

 

3. 為 AWANA & BB Worship 新學期禱告；為接觸新一批即

將到來的大學生禱告，求主使用並加力量予 CYF、華青兩

團。 

 

4. 18/2 是新春暨長青主日崇拜，為迦勒保羅合團代表獻詩歌

「有一位神」禱告。 

 

5. 生命之道的《創世記》，已有 60 人報名，離要求的目標，

尚欠 20 位。求主加添足夠學習的人數。 

 

6. 為那些於農曆新春沒能回鄉/家的信徒和學生禱告，也為那

些接待他們到家裡「過年」的家庭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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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2 崇拜奉獻：$4,118.20 

~ ~ ~ 請列明奉獻項目或代碼 ~ ~ ~ 

嬰孩 (11 人)導師/家長 (9 人) 英語(34 人) 
總數： 

356 人  AWANA (44 人)老師(18 人) 早堂(  240 人) 

上主日(04/02)崇拜人數 

家 事 分 享 

講題：尋找宗教新經典              經文：詩篇 24 篇 

信息大綱 

一、誰能走到上帝面前？      二、誰是那得勝的王者？ 
 

查經的目的有二： 

(1)藉詩篇 24 篇以認識《詩篇集》的文學特色。 

(2)認識耶穌給舊約宗教信仰所帶來的新動力。 
 

大衛的詩： 

@獻 @用 
 

A. 查考經文 

1. 本詩的詩題是「大衛的詩」。 

1.1 全本《詩篇集》共有幾首是標有此詩題的詩？ 

1.2 大衛「的」詩，那「的」是一介系詞。以下哪一個意

義最為準確？             

a. 大衛寫作的詩。 b. 為大衛而寫作的詩。 

c. 獻給大衛的詩。 d. 受大衛鑑賞過的詩。 

e. 被大衛王朝用過的詩。 
 

2. 第 6 節和第 10 節末尾皆有「細拉」(Selah)一詞。 

2.1 細拉，何解？       2.2 在詩歌裡起甚麼作用？ 
 

3. 這是一首可以對唱的詩歌。 

3.1 對唱以甚麼形式進行？ 

3.2 詩中有多個的循環對唱。列出其中兩個和經節。 
 

4. 詩篇 24 篇共 10 節，裡面用上了許多希伯來詩歌的文學技

巧，其中最經典的就是對仗(Parallelism)。 

4.1 組長講解甚麼是「對仗」。 

4.2 全詩有多節經文皆是同義對仗(Synonymous Parallel 

ism)。甚麼是同義對仗？舉其中的幾節經文為例。 

4.3 哪一節是「進行對仗」(Climatic Parallelism)？甚麼是 

進行對仗？ 
 

信仰思考 

1. 詩人提問了兩個關於宗教信仰的問題，一題是關於人，另

一題是關於神。 

1.1 列出是哪兩個問題和經節？ 

1.2 今天南澳的人也會問這兩個問題嗎？會或不會，皆代   

表了南澳人對宗教有著甚麼態度？ 

2. 詩人在自問自答。第 4-6 節是回答第 3 節的問題。 

2.1 你認同詩人的答案嗎？為甚麼？ 

2.2 如果耶穌來回答第 3 節的問題，你認為主可能會怎樣

回答？ 

2.3「宗教都是導人向善」。從基督教的觀點來看，這話對

在哪裡？又錯在哪裡？ 

2.4 如果有慕道朋友問你說，「我要怎樣才可以到上帝面

前？」你會怎樣回答。 
 

3. 詩人的第二條問題是關於神的。 

3.1 以色列人有「耶和華作王」的思想，乃源於他們在救

恩歷史(Salvation History)中的體驗。哪是甚麼歷史？ 

3.2 以色列人有「耶和華是戰士」的思想，見哪一節經文 
 

4. 關於上帝是選民的「戰神」是舊約神觀之一。 

4.1 在今天的世界，有哪個大宗教有類似的神觀？ 

4.2 新約對這「神觀」有何批判？又有何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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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香爐粵語祈禱會，18/2(主日)，上午 10:30，副堂。 

 

3. 18/2 新春暨長青主日崇拜，迦勒保羅合團代表獻詩： 

     有一位神。 

 

4. 4/3 家事會議，11/3 特別會員大會，請本會會員出席， 

    有關議題稍後公佈。 

 

5. AACCBB Worship 及 中文認字 Playgroup 需招募最少 

4 位導師，服侍的對象是 0-4 歲的嬰、幼兒。 

資格：需要通過 Police Check 及參與教會於 3 月 25 日 

舉辦的 Child Safety Training。詳情及查詢：梁健雄傳道。 

 

6. 教會於 3 月 4 日起恢復主日崇拜後的午餐，需要預訂， 

每個飯盒收費$5，詳情稍後公佈。 

 

7. 宣教機構 SIM 的一位實習生 Frances Early ，在今年內 

她會在本教會中作部分時間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