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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11:30am 

對上帝忠誠(Honest to God)       

詩篇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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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程序  

  敬拜讚美：將天敞開     我往哪裡去 

耶和華是我產業 
禱告 

奉獻：堂費   

對上帝忠誠(Honest to God)      詩篇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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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倩儀  

招待 迎新 張毓珍  梁姚杏  張敏青  王莹  

音響媒體 孔叡  趙彥熙  周欣杰  

點算奉獻  周菡  張新樹  林小淳  

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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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誡不可偷盜  出 20:15;申 5:19 

招待 迎新 周菡  夏永芳  廖翁玉娟  黃莊美美  

音響媒體 李鈺瀅  陳可盈  周欣杰  

點算奉獻 羅曉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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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孩 (9 人)導師/家長 (12 人) 英語(43 人) 
總數： 

405 人  AWANA (65 人)老師(11 人) 早堂(  265 人) 

上主日(19/08)崇拜人數 

日期： 14-16/12(周五至周日) 
地點： Adare Camp and Caravan Park 
          20 Wattle Drive, Victor Harbor 
價格：成人$100 (10 月 28 日以前報名$90) 
         兒童$50(4-16 周歲)    4 歲以下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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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牧者的話(李秉源牧師) 26.08.2018 

講題：對上帝忠誠(Honest to God)    經文：詩篇 139 篇 
 

信息大綱 

1. 最愛---上帝前後左右圍繞著我 

2. 最怕---上帝知道我的一舉一動 

3. 我的祈禱---在最愛與最怕之間 
 

經文的查考與分享 

1. 本詩性質題。詩 139 篇有「感恩、頌讚和祈禱」的特質，請

找出經節來印證之。 

@感恩詩句______  @頌讚詩句_______  @祈禱詩句_______ 
 

2. 學者稱詩篇 139 篇為個人讚美詩的「巔峰之作」，特別在

「認識上帝」方面猶為特出。按以下分段，從經文找出上帝

的屬性(The Divine Attributes)： 

1-6  讚頌上帝的__________  7-12 讚頌上帝的__________ 

13-18 讚頌上帝的__________  19-24 讚頌上帝的__________ 
 

3. 知道或認識(know)共出現了 5 次之多。 

3.1 找出這五節經文____________ 

3.2 詩人想要表達些甚麼？ 

3.3 在你一生中，有沒有試過「任何人都誤會或不明白你，那

時只有上帝明白你」的境況？ 
 

4. 閱讀第 1-3 節和第 23-24 節出現了許多動詞。 

4.1 列出與眼睛功能有直接關係的動詞來______________ 

4.2 再閱讀第 16 節，你認為詩人所認識的上帝是怎樣的上帝？ 

4.3 神既認識你而且對你所犯的罪過知之甚深，你害怕見祂嗎？

你能親近祂嗎？為甚麼？ 
 

5. 閱讀第 7-8 節，詩人好像想過或採取行動要「逃避上帝」。 

5.1 聖經人物中不乏有這樣的人，試舉兩位，為何逃避？有沒有

成功？ 

5.2 在你一生中，曾有過「逃避上帝」嗎？為何逃避？ 
 

6. 閱讀第 5 和 10 節，皆提到「手」，上帝的手。「以經解

經」是個好方法，能幫助信徒解釋經文的涵意。 

6.1 第 5 節「按手在我身上」何解？閱讀創世記 48:14-17。 

6.2 第 10 節上，「你的手必引導我」，閱讀詩篇 77:20 和

78:72。 

6.3 第 10 節下，「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閱讀出埃及記

33:22-23 和詩篇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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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牧團正計劃 2019 年教會的方向和事工禱告。 
 

3. 為兩位前任傳道的身體，求主憐憫醫治：吳蘭美傳道身上的腫

瘤、柯淑芳傳道患上「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

視覺上有複視。 
 

4. 為打算接受浸禮的信徒禱告，求主使用 9-10 月的「基督信仰

與倫理抉擇班」，能幫助他們認識真道，並勇敢地活出信仰。 
 

5. 為預備高考的 12 年級學生們禱告，求賜能力、添平安，並祝

福他們能考進理想的大學和科系。 
 

6. 為澳洲政局的突變禱告，為新總理 Scott Morrison 的施政 

    禱告，為澳洲的華人在轉變中得安居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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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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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會員預留時間出席。 
 

3. 教會新章程草擬 V8 已張貼流動板上。並印製冊子請弟兄姊妹 

先自行取閱。9/9 下午 2 時舉行「家事會議」商討。 
 

4. 基督信仰與倫理抉擇班(浸禮班) 今主日開始接受報名。 

日期： 16/9-7/10(共四節)    對象：未受浸的信徒 

內容：(1)認識基督教真理的兩條腿：信仰教義 + 倫理抉擇 

(2)信仰教義乃教導我們所信的真道內容；倫理抉擇 

是指明基督徒在世生活應作的抉擇和該守的價值。 

(3)經訓：「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裏，可以聽見你們 

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 

信的福音齊心努力。」(腓 1:7) 
 

5. 教會需要信徒的禱告，弟兄姊妹請一起來感恩和祈求： 

    @金香爐華語禱告會，2/9(日)，上午 10:20，副堂。  
 

6. 《南澳基督教聯合會》與《同心圓》合辦：@「合一守望」 

敬拜祈禱會： 25/10(四)，晚上 7:30，澳亞基督教會 

@「我們在天上的父」培靈音樂會： 26/10(五)，晚上 7:30， 

     基督教安利聖公會 

招聚南澳眾華人信徒，相聚一起，同心敬拜、祈禱，並領受聖靈

的恩膏。 

九月份主日崇拜信息： 

日期 崇拜信息(講題或會不同) 經文 講員 

2/9 第八誡不可偷盜 出 20:15 孫偉光 

9/9 信神過於信人 詩篇 146 篇 李秉源 

16/9 仇敵就在眼前 約壹 2:18-29 梁健雄 

23/9 
美滿家庭之父親為首的 

地位及職責 
弗 5:22-23 黃志祥 

30/9 第九誡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出 20:15 孫偉光 

AWANA Calendar (Term Three) 

02/09  Week6 Father’s Day—arts and crafts 

09/09   Week7 Regular  Awana 

16/09  Week8 Regular Awana 

23/09  Week9 Missionary Day 

30/09  Week10 Regular Awana (Term Award Day) 

7. 詩人在詩中表達了正反兩極對上帝不同的情感：最愛與最怕! 

@最愛，因「你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v5) 

@最怕，因「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

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在你的冊子寫上了。」(v16) 

7.1 詩人為何會感受到神是他的「最愛」？你有此同感嗎？ 

7.2 詩人為何會感受到神是他的「最怕」？你有此同感嗎？ 
 

8. 承接上題。詩人對神的情感和認知，看似是矛盾的，但在最

後的祈禱中(第 23-24 節)，他已找到了化解的答案。哪是甚

麼？全組一起來尋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