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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11:30am 

一生  

詩篇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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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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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叫我抬起頭的神        我要一心稱謝祢   

                                  我的一生在祢手中  
禱告 

奉獻：堂費  

保羅，迦勒獻詩：有一位神 

證道：一生  詩篇 71 篇 

聖餐 

歡迎/家事分享 
祝福 

25/02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楊坤元傳道/麥淑蘅  

主題/經文 走在神的光中  約壹 1:1-7 

招待 迎新  張毓珍  王莹  廖翁玉娟  饒承武  

音響媒體 周欣杰  陳可盈  蕭健斌  

點算奉獻 周菡 陸國鴻  

數三群體使命合一 
看英華粵各顯風姿 

「歸還修建聖殿貸款」 專用帳戶 

Austral-Asian Chinese Church Inc 

BANK ： ANZ 

BSB ： 015-025   

A/C No. 906012665 

奉獻代號 
 

BF01 ：一人一日一元 

BF02 ：每天少喝一杯咖啡 

BF03 ：修建澳亞城牆 

BF04 ：免息貸款 

修建聖殿奉獻承諾(至 2018 年 02 月 16 日)   參與者/團契 

BF01 ：兩年一人一日一元 $28,870 41 

BF02 ：兩年每天少喝一杯咖啡 $34,915 17 

BF03 ：修建澳亞城牆 $468,650 26+2(團契) 

BF04 ：免息貸款 $10,000 2 

86+2(團契)                                             Total   $542,435                                         

已收認獻金額：$399,695 

粵語團契/小組 分齡 聚會時間 

迦勒團 長者 隔週四 11:00am 

以諾團 中年 週六 1030am 

迦南牧區小組 成年 週五六日分地區 

職青團(WYZ) 職業青年 週一 7:00pm 分地區 

粵青團(CYF) 高中大學生 週六 10:00am 

 華語團契/小組 分齡 聚會時間 

雅各團 中年+成年 主日 9:30am 

保羅團 長者 主日 1: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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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青團 大學生 週六 5:00pm 

團 契 區 牧 聚 會 表 



牧者的話(李秉源牧師) 18.0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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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軍之耶和華

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

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

們，甚至無處可容。 (瑪拉基書 3:10)  
 

2. 為 4/3 家事會議和 11/3 特別會員大會禱告，求主賜智慧予

執事會和教牧團，以做好管家的職份。 
 

3. 為 AWANA & BB Worship 新學年的開展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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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新年祝願大家，特別是常青長者們：身心靈皆蒙受聖靈

所賜的平安，常住在基督的恩典裡，敬拜我們在天上的父 
 

5. 2018 戊戌新春，祝願南澳的華人社區，闔家平安，和諧發

展。求主幫助我們教會，能更忠心和有效地服侍社區，傳

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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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 崇拜奉獻：$3,172.40 

~ ~ ~ 請列明奉獻項目或代碼 ~ ~ ~ 

嬰孩 (5 人)導師/家長 (6 人) 英語(35 人) 
總數： 

346 人  AWANA (51 人)老師(15 人) 早堂(  234 人) 

上主日(11/02)崇拜人數 

講題：一生     經文：詩篇第 71 篇(和修本) 
 

信息大綱       一、 生命留痕(=別人怎樣看你？) 

                 二、 生命頌恩(=你怎樣看你？) 
 

結論：上帝怎樣看你？ 
 

A. 查考經文 

1. 認識這詩。按學者的研究，本詩有以下特徵，試找出支持的經文 

2. 認識詩人。尋找經文，以支持所列的特徵。 

 

 

 

 

 

 

 

 

 

 
 

3. 認識詩人的敵人。 

3.1 讀第 4 節。詩人的敵人有哪三類？各有甚麼特徵？ 

3.2 詩人用「我的(my)…」來稱呼那些具體和實在的敵人。 

       因《和合本》沒有準確翻譯，故須查閱英文聖經。 

      a.我的仇敵(v10)= my ___________ 

b.謀害我的(vv13,24)=my ___________ 

c.與我為敵的(v13)=my adversaries。 

3.3 第 13 節上，「與我為敵的」的希伯來文是“stn”。這字的 

      (root)與另一人類敵人的字根是一樣的。牠是誰？啟示錄哪一節 

      經文揭示牠的真面目？ 
 

4. 第 7 節，詩人被人看為「異類」或「古怪」的人。 

4.1 有些人，被眾人認定是「異類」或「古怪」，卻在某方面的表現 

       突出，貢獻人群。你認識這樣的人嗎？ 

4.2「異類」原文是「兆頭」(=sign)。兆頭可以是好的或是壞的。 

       這引致兩個意義相反的翻譯，你怎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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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於 4/3 主日起恢復崇拜後的午餐，預售餐券，注意如下 

@每個飯盒價$5。(教會適量資助) 

@須提前一個主日訂購，付款方作實。 

@憑當日餐券領飯盒，須於下午 1:15 前領取。 

        (認券不認人，逾期作廢) 

@歡迎團契/小組「團購」。(省人力省行政) 

@4/3 的飯盒是「海南雞飯」，25/2 預售。 (11/3 是牛腩飯) 

 

3. 生命之道書卷《創世記》仍接受網上報名，欲報從速， 

27/2 截止。 

 

4. 三月份教會活動一覽： 

詩的特徵 支持經節 

個人詩(individual) a.除 11 和 19 節外，每一節皆有「我」… 

祈禱詩(prayer) b. 

保護詩(supportive) c. 

詩的特徵 支持經節 

從少到老皆仰賴上帝  a.如 5-6 節… 

一生有許多的經歷  b. 

今天的詩人： 

(1)年老體衰 

(2)敵人環視 

(3)憑詩(歌)寄意  

c. 

(1)如第 9 節。 

(2) 

(3) 

CSB ： I am like a miraculous sign to many, and you are my 

 strong refuge. 

EHV ： I am like an evil omen to many, but you are my strong 

 refuge. 

4.3 讓經文說話。詩人可能正面對以下兩極的評價： 

@支持詩人是「凶兆」(=a divine judgement)的經文是哪節？ 

甚麼人會這樣看？ 

@支持詩人是「吉兆」(=God’s providential care)的經文是哪 

節？甚麼人會這樣看？ 

5. 生命分享。你曾被人看為「異類」或「古怪」的嗎？作為基督的 

跟從者，使徒保羅哪句話最能鼓舞你呢？ 

6. 詩人看自己。在經文裡，我們找到詩人看自己生命的三個階段或 

境界。 

@起初-「我是我的」：年幼 my youth (5)、體力衰弱 my strength 

 fails (9)、性命 my soul (23)… 

@中段-「神是我的」：拯救 my deliverance (3)、讚美 my praise  

(6)、昌大 my greatness (21)… 

@終極-「全是神的」：公義 Your righteousness (2)、榮耀 Your  

glory (8)、救恩 Your salvation (15)、大能作為 Your mighty deeds 

 (16)… 

 6.1 你理解這三個階段或境界嗎？ 

6.2 你現今的靈命在哪個階段或境界？有甚麼攔阻你跟神說「全 

      是你的」？ 
 

7. 詩人的年紀老邁，經歷多、體驗深，無論「得時不得時」，皆持

守初心。你認為詩人的初心是甚麼？(答案在 15-18 節) 這也會是你

「一生」的初心嗎？ 

日期 活動 備註 

4/3(主日) 家事會議  

11/3(主日) 特別會員大會 只限本會會員 

18/3(主日) 宣教聯動日 團契暫停， 

全民關心宣教 

30/3(五) 受苦節點想晚會 孫牧師+敬拜團隊 

31/3,7/4 

28/4, 5/5(六) 
領袖裝備：聖經

信息(華語宣講法) 

李孫楊教牧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