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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31 篇(和合本) 

證道：李秉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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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坤元傳道   0421 028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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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這裡有榮耀         一顆謙卑的心 

每一天我需要祢 
禱告 

奉獻：堂費   

靜臥在母親(上帝)懷中 

  詩篇 131 篇 (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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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潔儀  

招待 迎新 張毓珍  王莹  廖翁玉娟  梁姚杏  

音響媒體 陳浩賢  岑梓樑  王順興  

點算奉獻  周菡  張新樹  王俊文  

2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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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光照耀  約翰壹書 2 ： 7-17 

招待 迎新 張敏青  黃嘉玲  陳愛華  張毓珍  

音響媒體 孔叡  趙彥熙  林冠宇  

點算奉獻 周菡 陸國鴻  張新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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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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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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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兒童事工： Playgroup 25/7 (三)早上 10 時如常舉行； 

 親子崇拜及 Awana Term 3 29/7(主日)早上 11 時開始。 
 

3. 公告：本年週年會員大會，謹定於九月廿三日下午二時 

在教會主堂舉行。會員若要提出討論動議， 

須於八月十九日前以書面方式向執事會秘書林嘉銘提出， 

或電郵 aacc_chinese@yahoo.com.au 

此致    

澳亞基督教會會員 

執事會主席 

二零一八年七月廿二日 
 

4. 中國神學院主辦，澳亞協辦生命之道查經「出埃及記」 

    於 7/8(二)晚上 7-9 時開始上課。 

牧者的話(李秉源牧師) 22.07.2018 

講題：靜躺母親(上帝)懷中 

詩篇第 131 篇(和合本)(大衛上行之詩。) 

 

經文的查考與分享 

詩篇 131 篇，一首美麗的短詩，被稱為《詩篇集》中的「明

珠」！它的言詞簡潔，描述屬靈世界裡的安穩平靜和親密關係. 

一幅小孩靜躺在母親懷裡圖畫，引領勞苦愁煩的塵世眾生，重

尋早已失落的生命體驗：上帝是母親，我是她懷抱的小孩。在

基督教的人神關係裡，上帝既為父亦為母：天父上帝因有強壯

的膀臂，給我們保護和引領(詩 43:3)，他更是耶穌口中那位等

待浪子回頭的慈父(路 15:20)；母上帝那雙呵護的臂彎，讓我

們感到溫柔、溫暖和溫馨，吸引我們投進她的懷抱裡！ 
 

1. 本詩的詩題是「大衛的詩」。 

1.1 全本《詩篇集》(Psalms)共有幾首是標有此詩題的詩？ 

1.2 大衛「的」詩，那「的」在希伯來文裡是一介系詞

(preposition)，兼具多個意含。詩篇學者列出可能的解釋

如下(附英文的介系詞)，在本詩裡，哪個是最可能的答案？ 

(a)大衛寫作的詩(by David)。 

(b)為大衛而寫作的詩(for David)。  

(c)獻給大衛的詩(to David)。 

(d)受大衛鑑賞過的詩(with reference to David)。 

(e)被大衛王朝用過的詩(for the use of David=David Kings)。 
 

2. 分段題。信息大綱的分段法是按數字排序：三二一。 

2.1 再閱讀全詩一次，留心這些數字。 

2.2 把經文蓋起來，組長依次序問：第一節出現了哪三「不」? 

第二節出現了哪兩「像」？第三節出現的一是甚麼？ 

 

3.第 1 節，詩人用了三個「不」。 

3.1 在《詩篇集》裡哪一首有相類似的筆法？   3.2 解釋字句。 

@心不狂傲：      @眼不高大：      @大而難的事不為： 

3.3 詩人的心境可總結為「不思、不看、不為」。你認為他

是向甚麼說「不」？(選取你的答案並說明理由) 

       @向世界       @向自己       @向上帝 

3.4 甚麼樣的人或有甚麼經歷的人會有詩人般的「三不」心

境？誰曾有過？ 
 

4. 第 2 節，詩人兩度用了「像斷奶的孩子」。 

4.1 第 2 節的開始，原文還有一字(中文聖經沒有翻譯出來)：

尚若不是(If not)或然而(Instead)。把這字讀回去，從第 1

節到第 2 節，起到甚麼作用？ 
總數： 

359 人  
兒童 (31 人)老師(2 人) 早堂(  228 人) 營會(98 人) 

上主日(15/07)崇拜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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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牧團正規劃 2019 年教會方向和事工，求主賜智慧和洞見! 

 

3. 在禱告中，請常常提名記念教會的神學生和宣教士： 

     林穎豪(Nelson，香港中國神學院道學碩士第三年)、 

      邱蕙卿(Moody, 悉尼 Bible Collge, 神學士第一年)、 

      朱敬謙(Joseph, 中東帶職培訓宣教士第二年)。  

 

4. 為 Life Game Camp 順利完成感恩；為籌委會過去四個月的勞

苦和服侍感恩；為有多位青年少年勇敢地回應神的呼召，求主

帶領！ 

  

5. 為宣教組再次組隊，於 28-29/7 前赴 Naracoorte。求主賜力

量予短宣隊，能探訪服侍慕道的家庭，並牧養支援撒耳母團的

弟兄姊妹。」。(詩 123:2) 

4.2 比較以下幾個翻譯，你認為哪個更「傳神」？ 

「我的心平穩安靜…」(和合本) 

「我的心安穩平靜…」(和修本) 

「我的心平靜安穩…」(新譯本) 

「我的心靈得享平靜與安寧…」(高思本) 

4.3 藉三問解開畫像的信息： 

 (a)在古代嬰孩一般幾歲斷奶？ 

 (b)斷奶與未斷奶的孩童有何分別？ 

 (c)斷奶孩子為甚麼還要躺在母親的懷中？以下是可能的目的和

原因，請按經文的理解，逐一評斷其為對或錯： 

@為了吃奶，因為饑餓。  @為了得撫慰，因為跌傷、挫敗。 

@為了達成野心，因為要達成人生目標。 

@為了親近母親，因為母親是那麼可愛可親近的。 
 

5. 第 3 節在全詩裡的作用，十分突出。1-2 節是個人甚至是私

人的認信，第 3 節使得全詩從個人和內在修為的詩，轉化

為具群體性和外延作用(outreach)的詩。 

5.1「以色列」是詩人所屬的信仰群體。 

(a)詩人呼喚他們幹嗎？    (b)你有幾個你的信仰群體嗎？ 

(c)你與他們的關係最親的有多親？(10 分為滿分，有幾分？) 

(d)你會與他們分享些甚麼？他們又會與你分享些甚麼？ 

5.2「仰望」，即等候和盼望，在希伯來文裡，它如同一張字畫

(word picture)：指數股繩子織成粗索，捆綁固定物，使船

艇穩定。 

(a)詩人呼喚所有人向誰仰望？何時仰望？怎樣仰望？ 

(b)新約希伯來書有一近似的描述，閱讀來 6:19 並回答： 

     向誰指望？何時指望？怎樣指望？ 

 

結論： 

主耶穌跟門徒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

使你們得安息。」(太 11:28) 這是另一幅「叫人得享平穩安

靜」的圖畫，而且它們的核心信息是一樣的。那是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