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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 迎新 陳愛華  黃莊美美  周菡  梁姚杏 

音響媒體 周欣杰  陳可盈  貝朝毅  

點算奉獻 陸國鴻  張新樹  周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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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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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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歲以下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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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李秉源牧師) 09.09.2018 

講題：哈利路亞的真諦(The True Meaning of Hallelujah)  

經文：詩篇 146 篇(和修本)  

 

信息大綱 

敬拜讚美上帝(哈利路亞)的真諦是： 

1. 享受生活的一種方式(1-2) 

2. 靠神過於靠人的信任(3-6,10) 

3. 讓關愛走向弱勢的人(7-9) 

 

經文的查考與分享 

1. 詩的類別。學者一致認定這是一首「讚美詩」(a hymn of  

praise)。為甚麼？ 

 

2. 學者把詩篇集(the Psalms)最後的五首(即 146 篇至 150 篇)稱 

為「哈利路亞詩篇」(Hallelujah Psalms)。為甚麼？ 

 

3. 破解「我的心」(1)題。 

3.1「我的心」的「心」是甚麼？為何不說我的「肝」、「肺」 

或「腎」？ 

3.2「我的心」的「我」是詩人自己。你能跟「你的心」說話 

嗎？次數多不多？這會不會被人誤會有「人格分裂」？ 

3.3「我的心啊」除了在本詩出現外，類似的呼喚還出現在哪幾 

首詩呢？ 

 

4. 有人說，「人受造(creature)的目的就是要敬拜讚美創造主 

(Creator)。」 

4.1 從這首詩裡可以找到經文的助證嗎？ 

4.2 對你來說，甚麼是信徒的敬拜生活？你滿意你現今的敬拜生 

活嗎？ 

4.3 作為信徒，每主日例必到返到教會敬拜上帝。這種「定時、 

定點、定程序」的敬拜對你來說是權利？義務？責任？享 

受？ 

4.4 讀第 2 節，詩人立了志向要怎樣？舊約哪一位人物就是這 

樣？ 

 

5. 讀第 3-4 節和第 5-6 節。 

5.1 詩人把誰跟誰作對比？對比些甚麼？誰被比了下來？ 

5.2 人的敬拜讚美只能夠並只應該「給予」上帝。為甚麼？ 

5.3 你覺得詩人會贊同 Rick Warren 在《標竿人生》裡說的「敬 

拜的中心是降服(surrender)」嗎？ 

5.4 澳亞基督教會(包括牧者、事奉者、會眾等)的主日崇拜在哪 

方面流露「降服」？在哪方面卻「不」？ 

 

感 恩 與 代 禱 

1. 願神的話語成為每位奉獻者的祝福－「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

收」，這話是真的。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

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哥林多後書 9:6-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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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為首屆華語家庭營(14-16/12)的籌備禱告，主題是「華人‧移民‧

愛回 家」；特別為宣傳工作和接受報名，求主預備 100 位大

人小孩！ 

 

4.為社會服務組對社會群體的關愛事工禱告，為每位參與的信徒

求主祝福，好成為恩典和福音的流通管子：讚美操、英文班、

BB Play Group、乒乓球、籃球、醫關探訪。 

 

5.為華語傳道職申請者黃牧師一家三口定於 21/9-3/10 光臨禱

告；為聘牧小組的接待、約見和聚會安排等禱告，求主的印證

也臨到。 

 

6.為「南澳基督教聯合會」所籌辦的「澳紐華福 2019 大會」禱

告(日期 20-23/3，地點 Victor Harbor，講員陳世欽牧師、 

    Dr Sam Chan，參與機構/差會達 10 個)；求主預備 180 位各

地華人教會的牧者和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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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二時為教會「家事會議」請弟兄姊妹留步出席。 
    

3. 本年週年會員大會，謹定於下主日(23/9)下午二時在教會主堂 

舉行，會議議程已貼在報告板。請會員預留時間出席。 
 

 4. 基督信仰與倫理抉擇班(浸禮班)於 16/9-7/10(共四節) 開課，     

@ 華語班，導師：李秉源牧師。新堂圖書館早上 9:30 

@ 粵語班，導師：梁健雄傳道。103 室早上 9:30 

今主日仍然接受報名。 

 

5. 教會需要信徒的禱告，弟兄姊妹請一起來感恩和祈求： 

    @金香爐粵語禱告會，16/9(日)，上午 10:20，副堂。 

 

6.  教會於 25/11(主日)舉行孩童奉獻禮，參加家長必須出席 

14/10 的「孩童奉獻家長講座」，下主日開始接受報名。 

嬰孩 (12 人)導師/家長 (18 人) 英語(35 人) 
總數： 

405 人  AWANA (56 人)老師(8 人) 早堂(  276 人) 

上主日(02/09)崇拜人數 

6. 按本詩的啟示，敬拜讚美上帝會引領信徒的心靈動力朝兩個方 

向流動：愛神，愛人。 

6.1 讀第 7-9 節。耶和華想要做些甚麼事？ 

6.2 信徒在敬拜中，他的心靈除了要歸向上帝之外，還要流向甚 

麼人？在你生活的圈子內和外，你能找到這樣的人嗎？(每 

人最少列出兩類) 

6.3 有「教會」主張信徒要抽離世界，認為信徒只要讀經、祈 

禱、唱詩、敬拜等靈修生活就足夠了，世界變成怎麼樣都與 

信徒無關。這樣的屬靈觀對嗎？如果不對又錯在哪裡？ 

 

查經的應用： 

教會有社會服務組(社服組)，策劃和推動多個事工，藉著關愛的行

動，在社群中活出神的愛，釋放福音的能力。組長分發組員，2-3

人一組，要求他們 1-2 週後回來，就以下關於「社服組」的問題

作報告： 

  (1)社服組有甚麼成員？ 

  (2)社服組下的有甚麼事工？關愛著甚麼人？ 

(3)哪個事工最需要信徒的支持和禱告？ 

(4)你認為教會還需要「關愛」其他甚麼人？ 

(組長把最後一題的答案收集，並交主任牧師。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