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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11:30am 

我舉目，神看顧 

詩篇 121 篇(和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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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祢是我神        主祢是我的一切 

我要向高山舉目 
禱告 

奉獻：堂費   

我舉目，神看顧    詩篇 121 篇 

歡迎 / 家事分享 
祝福 / 默禱  
愛筵謝飯 

本主日   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李秉源牧師/唐一暉  

招待 迎新 張毓珍  王莹  廖翁玉娟  梁姚杏  

音響媒體 孔叡  岑梓樑  林冠宇  

點算奉獻 周菡  張新樹  王俊文  

01/07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證道 / 翻譯 孫偉光牧師/麥淑蘅  

主題/經文 第六誡不可殺人  出 20:13 申 5:17 

招待 迎新 黃莊美美  陳愛華  王莹  張敏青  

音響媒體 貝朝毅  羅曉聆  林冠宇  

點算奉獻 林小淳  王俊文 梁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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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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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團 中年+成年 週六 5:00pm 

華青團 大學生 週六 5:00pm 

團 契 區 牧 聚 會 表 

特別主日座談會 2018 年 7 月 8 日 

歡迎所有朋友參加！中文座談聚會(英/華) 主堂， 

下午 2:00 至 3:15 

 （屆時將為 JFJ 收取自由奉獻） 

嬰孩 (8 人)導師/家長 (14 人) 英語(38 人) 
總數： 

347 人  AWANA (50 人)老師(10 人) 早堂(  227 人) 

上主日(17/06)崇拜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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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感 恩 與 代 禱 

1. 願神的話語成為每位奉獻者的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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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Game Camp 有 97 人參加感恩，求主先使用 30/6 的營

前會，好叫教會的三語青少年能溝通、共融，並預備一同領受

從上來的使命！  
 

3. 為教會的宣教事工禱告，求主加力予訪宣隊(今週末

在 Naracoorte 服事)，也為三明兒童村十名認領名額已達標，

謝謝肢體的支持，更感謝主的預備。 

 

4. 寒冬冷風迫人，日夜溫差頗大，求主保護弟兄姊妹和家人的身

心靈，特別看顧長者和小孩。 

 

5. 為美國政府近年退出多個國際性協議禱告，對世界的和平和環

保皆增添了負能量，求萬王之王的主，叫執政掌權者的心在祂

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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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徒裝備課程 2018 ：聖經信息(粵語)宣講法，本週六(30/6) 

下午 2-4 時在副堂上課。本主日仍然接受報名。 

 

3. 歡樂滿澳亞籌款活動：粵語青年團契 (CYF) 於 7/7 (週六) 舉 

行籌款活動，為三語聯合青年營 Life Camp 籌募經費。 

籌劃項目包括以下四項：    1) 車牌或路牌式名牌訂做  

2) 曲奇餅義賣 (於 8/7 週日進行)    

3) 教會大掃除 

詳情或訂購可在週日崇拜後到活動廳查詢 

 

4. 中國神學院主辦，生命之道查經「出埃及記」於 7/8 至 25/9  

    (共 8 堂)逢星期二晚上 7-9 時上課。已開始網上接受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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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協助上網報名者，請與徐泳峰(Angello)聯絡 

 截止報名日期 01/7 (下主日) 

 

5. 謝謝神學生林穎豪(Nelson)過去四星期在教會不同群體中的

服事，求主加能力賜智慧，好完成最後一年道學碩士的課程。  

牧者的話(李秉源牧師) 24.06.2018 

講題：我舉目，神看顧   經文：詩篇 121 篇(和修本)  
 

信息大綱 

 1. 我要舉目 I Lift Up My Eyes(1-2) 

2. 神必看顧 God Will Watch Over(3-8)  
 

經文的查考與分享 

1. 譯本題。比較和修本與和合本，兩版本有何不同。 

2. 詩題題。和修本稱「上行之詩」(A Song of Ascents)，新

譯本叫「朝聖之歌」(A song for pilgrims ascending to 

Jerusalem)。 

2.1「上行之詩」是《詩篇》全集裡一個小集子，共有幾 

首？是哪些詩？ 

2.2「上行之詩」為何又稱為「朝聖之歌」？ 

2.3 中文的「上」和「行」正具體地描述朝聖者甚麼樣 

的行動和努力？ 

3. 生活背景(Sitz im Leben)題。在學者的研究裡，對頌 

121 篇的場景有以下兩種不同看法。請按經文，選取你 

答案： (a) 進入聖殿時唱的詩歌 

(b) 離開聖殿時唱的詩歌 

4. 鑰字(key words) 研究題。 

4.1 數算以下用詞的出現次數：我、幫助、你、 

耶和華、保護。 

4.2 列出所有與眼睛或視力相關的用詞。 

4.3「保護」，在這裡最合宜的翻譯是「看顧」(watch 

 over)。因為，這詞的希伯來文的字源是眼睛的哪一 

部份？ 

5. 本詩是用在聖殿裡的頌讚詩，具有問與答的性質。 

5.1 第 1-2 節是誰的唱詞：君王、朝聖客、詩班長？ 

5.2 第 3-8 節是誰的唱詞：祭司、文士、利未人詩班？ 

6. 經文應用題。 

6.1 當你要頌讚上帝時，你會選取哪一節？ 

6.2 當你想表達對神的信心時，你會選取哪一節？ 

6.3 如果你是牧者，你想祝福會眾，你會選取哪一節？ 

6.4 在崇拜的尾聲，只容許你拿走一節，你會選取哪一

節？ 

   7. 經文信息題 1。詩人的心聲：我要舉目(1)。 

7.1 舉目代表甚麼？      7.2 你會舉目嗎？向誰舉目？ 

7.3 當你舉目時，你覺得你的靈命是強還是弱？為甚麼？ 

7.4 你會養成「向神舉目」的習慣嗎？為甚麼？ 

七月份主日崇拜信息： 

日期 崇拜信息(講題或會不同) 經文 講員 

1/7 第六誡不可殺人 出 20:13 孫偉光 

8/7 一片雲 雅 2:13-26 梁健雄 

15/7 流淚撒種歡呼收割  詩篇 126 篇 李秉源 

22/7 靜臥上帝懷中  詩篇 131 篇 李秉源 

29/7 真光照耀 約壹 2:7-17 楊坤元 

AWANA Calendar (Term Two) 

Date Week Theme/Activity 

1/7 1 Regular Awana-Double Points Day 

8/7 2 Regular Mid-year Awards Day 

15/7 3 Term Break (早上 11:30 有兒童主日學崇拜) 

22/7 4 Special Evangelistic Event (Pastor Rob) 

29/7 5 Term Break (早上 11:30 有兒童主日學崇拜) 

8. 經文信息題 2。聖經的祝福和應許：神必看顧/保護你

(7-8)。 

8.1 神必看顧我們是聖經裡多次出現的應許。引一例

作說明。 

8.2 你個人怎樣體會神在看顧/保護你和你家的？ 

結語(組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