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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4.2018 

主日崇拜 11:30am 

建造、看守、主權、安息    

詩篇 127 篇 

證道：邱清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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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清泰博士/麥淑蘅  

招待 迎新  張毓珍  王莹  廖翁玉娟  陳愛華  

音響媒體 李隆  岑梓樑  王順興  

點算奉獻 周菡  陸國鴻  黃嘉玲  

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祢最喜悅的敬拜   安靜   耶和華雖高 
禱告 

奉獻：堂費  

證道：建造、看守、主權、安息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 默禱  
愛筵謝飯 

嬰孩 (8 人)導師/家長 (10 人) 英語(42 人) 
總數： 

375 人  AWANA (50 人)老師(7 人) 早堂(  258 人) 

上主日(15/04)崇拜人數 

29/04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孫偉光牧師/孫楊琨華  

主題/經文 第四誡 當守安息聖日 

招待 迎新  張敏青  梁姚杏  周菡  張毓珍  

音響媒體 陳浩賢  陳可盈  周欣杰  

點算奉獻 梁穎思  陸國鴻  王俊文  

數三群體使命合一 
看英華粵各顯風姿 

粵語 分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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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Z) 職業青年 週一 五 分地區 

粵青團(CYF) 高中大學生 週六 10:00am 

 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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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後在活動廳發售入場券@$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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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請列明奉獻項目或代碼 ~ ~ ~ 

家 事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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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賜種子給撒

種的，賜糧食給人吃的，必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又增

添你們仁義的果子。你們必凡事富足，能多多施捨，使人藉

著我們而生感謝神的心。(《和修本》哥林多後書 9:10-11)  
 

2. 為禮聘華語牧者禱告，剛完成第一階段的視訊面談，求主引 

導聘牧小組作合宜的下一階段的安排。 
 

3.為 28/4 平安喜樂夜的每一位演出者感恩和禱告！求主使用

這音樂晚會，吸引多人進到教會來，聽到主的福音。 

演祈禱，求主使用這充滿音樂的晚會，成為美的見證和接觸 

未信者的聚會。 
 

4. 請持續為兩位仍在學的神學生禱告，林穎豪(香港中神道學碩 

士第二年)、邱惠卿(Sydney Missionary and Bible College 

道學碩士第一年)；求主賜身心靈健康，並在真理的知識大 

有長進。 
 

5.為南澳眾華人教會牧者領袖的結連並合一的事奉禱告！ 
 

6.為敘利亞這可憐的國家禱告，內戰已七年，大國角力試新武

器的地方。禱告，求主憐憫，每天超過 150 人死於無情的

炮火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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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語青年聯合營會“Life Impact Camp” 

對象：高中生丶大學生          

日期： 2018 年 7 月 13-15 日 

地點： Red Shield Encounter Camp, Victor Harbour 

費用：$120                             

聯絡：楊傳道 

 

3. AWANA 動態報告：學校假期，放假兩週。教會於早上 

11:30 有兒童主日學崇拜。活動如下： 22/4 Movie Day  ,  

29/4 Board games ，小朋友可帶一個遊戲和大家一起分享 

 

4. 教會 Playgroup 將於 18/4 及 25/4 學校假期暫停兩次， 

    並於 2/5 恢復如常。 

 

5. 28/4 (六) 晚 7:30「平安喜樂夜」設有兒童看顧，歡迎邀請 

未信朋友參加，門票每位$10。 

 

6. 同工動態： 24-27/4 楊坤元傳道放取年假。 
 

7. 事工修訂： 

原定於 26/5，2/6，16/6，23/6 開班的《讀經、釋經與小 

組查經》課程將改於 2019 年上半年才開設，請垂察！ 

五月份主日崇拜信息： 

日期 崇拜信息(講題或會不同) 經文 講員 

6/5 基督徒現實生活的標記 約壹 2:1-6 楊坤元 

13/5 神的居所何等可愛 詩 84 篇 李秉源 

20/5 待定  

27/5 不與世俗為友 雅 2:1-12 梁健雄 

AWANA Calendar Term Two 

Date Week Theme/Activity 

6/5 1 Awana Sport’s Day 

13/5 2 Mother’s Day Special-Craft Making 

20/5 3 Regular Awana 

27/5 4 Regular Awana-Double Points Day 

查經材料(李秉源牧師) 22.04.2018 

查考目的：洞悉豐盛人生的天機 (the Secret of Human 

Achievement)         

查考經文：詩篇 127 篇(和修本) 
 

經文的查考與分享 

1. 詩的類別。這是一首甚麼類型的詩：感恩詩；信靠詩； 

智慧詩？ 
 

2. 分段題。觀察經文，分出段落與經節，並記錄每一段落的

內容。 
 

3. 字義題。 

3.1「枉然」(出現 3 次)與傳道書的「虛空」(38 次)在原文 

不是同一個字。試解釋其意義？ 

3.2「耶和華所親愛的」跟以下哪一位名人名字的含意是相 

同的：掃羅；大衛；所羅門？ 

3.3 耶和華所親愛的人是怎樣的人？ 

3.4 神叫我們「安然睡覺」那是甚麼意思？耶穌哪一句話 

的意思是相近？ 
 

4. 文學技巧題 1。 

4.1 第一節是甚麼對仗(Parallelism)？ 

若耶和華 / 不是建造 / 房屋，     就枉然 / 勞力 / 建造； 

若耶和華 / 不是看守 / 城池，      就枉然 / 看守人 / 警醒。 

4.2 帶出甚麼信息？ 

4.3 你認為詩人是鼓勵還是挫折人的盡心和努力呢？ 
 

5. 詩的主題。第 1-2 節，主題是建造。 

5.1 建造甚麼？                          5.2 建造的努力從何而來？ 

5.3 建造之成果從何而來？      5.4 建造的責任由誰背起？ 

5.5 分享題。你在建造嗎？在建造甚麼？你覺得你的「付 

出」與「成果」成怎樣的比例：二八、三七、四六、 

五五？ 
 

6. 文學技巧題 2。詩人用上了多種比喻，即明喻、暗喻、借喻 

6.1 第 3 節「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是哪種比喻？把 

兒女比喻作甚麼？ 

6.2 第 4 節「人在年輕」比喻甚麼？ 

「手中的箭」又比喻甚麼？  這是哪種比喻？ 

6.3 第 5 節 運用了哪種比喻？    「箭袋充滿」比喻甚麼？ 

6.4 第 5 節的情境像甚麼？ 

這反映了當時是一個怎樣的社會？今天還有這樣的社會 

嗎？南澳像嗎？ 

7. 全詩在一個張力底下釋放豐盛人生的天機：人的努力←→神 

的賞賜。     7.1 以下哪一經節最能表達箇中的屬天的智慧？ 

a. 以弗所書 2:8-10              b. 哥林多前書 15:10,58 

c. 約翰福音 15:5 

7.2 這種張力在哪裡得到化解？ 
 

8. 應用題。     8.1 背誦第一節。       

8.2 學習經文禱告：以第一節的內容作為你今週 

每天的禱告，並記下禱告裡的領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