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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今期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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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3:2） 

耶穌基督是猶太人的王，祂降生是來作王，要復興以色

列的國度。神應許大衛：「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原文作

你）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撒下

7:16)當主前586年巴比倫把猶大滅掉後，猶太人一直期盼著

他們的彌賽亞王來復興他們的國度( 賽59:20;耶31:31-39; 
但7:13-14)。以色列的國度若不復興，神給大衛的應許便

落空。但神的應許是絕對不會落空的(徒1:8)。耶穌基督降生

時，外邦幾個博士從東方來獻上黃金、乳香、沒藥，視祂為

猶太人的王來敬拜祂(太2:1-12)。耶穌安葬的時候，尼哥底

母拿了約一百斤的沒藥和沉香，以祂為王的身分安葬祂。(約

19:39-40）
《馬太福音》在新約聖經中是第一卷書；這書把舊約和新

約連貫起來。主要內容包括：

1. 證明耶穌是彌賽亞王(太1:1-10:42)
 藉著祂的家譜、身分背景、水禮、勝過魔鬼的試探、教導、

神蹟及差派，來證明主耶穌基督，就是以色列所期盼的彌賽

亞王。若要猶太人相信耶穌就是他們的彌賽亞王，必需證明

祂是大衛的後裔。(太:1-17;撒下7:16;賽9:6-7）
2. 解釋以色列國度延遲來臨的原因及後果（太11:1-13:52）
 以色列人拒絕耶穌是他們的彌賽亞王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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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綿羊和山羊的比喻中，綿羊和山羊是指

誰？(太25:31-46)
讓我們來一起研讀聖經信息查經班《馬

太福音》的課程，來更深入地認識我們的救

主耶穌基督–祂也是猶太人的彌賽亞王，及

現今耶穌的教會計劃和以色列國度的關係。

3. 啟示教會的計劃、基督的受害、復活；

在約但河東及上耶路撒冷路上的教導、

騎著驢駒子進入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

最後一周的事奉、受審、被釘、復活與

差派。

要正確解釋《馬太福音》，必需要了

解以色列與教會的關係。神對以色列人國度

的計劃，和在外邦人的教會計劃上的異同。 

《馬太福音》24-25章記載耶穌所講述有關

主降臨及世界末了的預兆，是很容易被人誤

解的經文，如：

1. 兩個人被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到底誰

是被取去，誰被撇下？(太24:40-41）
這段經文是在講述教會被提嗎？

2. 誰是主的忠心僕人？(太24:45-51）
3. 十個童女的比喻，誰是聰明的？誰是愚

拙的？是在講論教會嗎？(太25:1-13)
4. 如何解釋才幹的比喻？那領的五千、二

千、一千，是指恩賜嗎？若是的話，那

領一千的，有恩賜不用(不服事)，主回

來時，他要被丟在外面黑暗裡；在那裡

必要哀哭切齒了(這是指不得救的人)。

若是把這才幹解釋為恩賜，那基督徒信

主後，有了恩賜而不服事主，將來要

失去救恩，不得救。這解釋對嗎？(太

25:14-30) ✑ 鄧英善牧師

Dr. Patrick Tang

主
恩豐盛！『澳洲聖經信息協會』從

2006年11月成立至今，剛好滿了八個

年頭！

回想八年前，神在悉尼這片土地上，招

聚了幾位弟兄姐妹與遠道從美國而來的鄧英

善牧師，在同有一領受及異象下同心推動信

徒讀經運動，決定在悉尼成立『澳洲聖經信

息協會』，開展對本地華人教會推動信徒讀

經運動的事工。

2008年2月我們正式推出由『聖經信息

學院』提供課程的『聖經信息查經班』，首先

開辦的地點是在悉尼華人聚居的Chatswood
區；當時，只有一個日間和一個晚間的粵語

查經班。時至今天，我們在悉尼六個不同地

區，共有七個分為國語和粵語的查經班，有

來自三十多間不同教會的弟兄姐妹參與。由

2008年到2013年這六年裡，我們一共開辦

了十二個聖經經卷課程。

感謝神！2013年底我們已順利完成第

一期課程的研讀，共有三十八位來自十二間

不同教會的弟兄姐妹，他們用了數年時間完

成課程，將獲頒授畢業證書，深信他們渴慕

神的話語和研讀聖經的心志，會成為眾多弟

兄姐妹的好榜樣和鼓勵。

特別在此一提的是『聖經信息學院』為

鼓勵弟兄姐妹能持之以恆地研讀聖經，凡學

員能完成每一期十個課程的研讀，且有八成

或以上出席率，均獲頒『聖經信息學院』畢

業證書。

另一方面，除了由『澳洲聖經信息協

會』主辦的查經班外，我們亦與澳洲不同城市

的華人教會合作，運用協會的查經模式和查經

材料，嘗試在教會的成人主日學推出『聖經信

息查經班』。目前，在悉尼有兩間教會參與，

而墨爾本有三間和亞特蘭大也有一間教會，在

主日學開辦此查經課程。

2014年我們開始了第二期十個新課程

的研讀。展望將來，我們期待在往後的日子

裡，推出第三期最後的十個課程的研讀，讓

弟兄姐妹能有機會完成整本聖經六十六卷經

卷的研讀。

最後，在這裡要感謝多年來忠心參與服

事的同工及他們的支持。回想剛開始時，只

有幾位同工參與，但神奇妙的作為，先後感

動帶領有八十多位的同工參與查經班服事，

同心同行，彼此配搭。直至今天，大多數的

同工仍繼續在不同的崗位上盡心服事。神的

恩典夠用，在過去的八年裡，同工們都經歷

神豐富無比的恩典和供應，正如詩人在詩篇

65:11說：『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

路徑都滴下脂油……』。求主加給我們更多

的能力和信心，同心合意推動信徒讀經運

動，好好研讀神的話語。願神繼續賜福並引

領『澳洲聖經信息協會』前面當走的路。

✑ Emily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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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考聖經，不管你以前讀過那些章節多

少次，對那些聖經故事是如何熟悉，

但當你仔細去研讀，用心去思想，總會或多

或少找到新的點點亮光，有新的得著。

數星期前剛重讀完《創世記》。當讀到

第六至九章「挪亞方舟」的記載，自覺對這

個故事耳熟能詳，不期然將閱讀速度加快，

但其中的一節令我停了下來。第七章二節: 

「凡潔淨的畜類，你要帶七公七母；不潔淨

的畜類，你要帶一公一母；」慢著！挪亞不

是將所有活物，一公一母，每樣兩個地帶進

方舟嗎？連給小朋友讀的聖經圖書也是這樣

說。但原來潔淨的畜類，空中的飛鳥，挪亞

是要帶七公七母進方舟的。「為甚麼神要這

樣吩咐挪亞呢？帶一公一母不是已足夠嗎？

不是已使牠們得以延續後代了嗎？」，我左

右思量，仍是不明白。及至讀到第八章二十

節，聖經給了我一個解答，它是這樣寫著：

「挪亞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拿各類潔淨的

牲畜、飛鳥獻在壇上為燔祭。」

挪亞和他全家經歷了洪水氾濫一整年，

直至神叫他們步出方舟才算脫險。聖經記載

挪亞出來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為耶和華

築一座壇，拿各類潔淨的牲畜、飛鳥獻在壇

上為燔祭。這應是他對神的感恩，感謝神使

他們一家在大洪水中得以平安存活。多帶的

潔淨畜類和飛鳥，七公七母而非一公一母，

不正好能供作祭牲之用嗎？原來在挪亞登上

方舟時，神早已為他預備將來要用的祭牲，

這實在是神對挪亞的體貼。令人聯想到以後

神試驗亞伯拉罕，叫他將自己老來才得到的

兒子以撒獻為燔祭，順服的亞伯拉罕毅然帶

著兒子以撒上山，但就在最後一刻，神阻止

亞伯拉罕下手；而竟然在附近會有一隻公

羊，兩角扣在稠密的小樹中，亞伯拉罕就取

了那隻公羊來獻為燔祭。耶和華以勒！神必

有預備。在挪亞身上如此，在亞伯拉罕身上

如此，相信在每一個信靠祂的人，神也必有

為他們預備。

從神為挪亞一早預備好可供獻祭的牲

畜，我們可以看到兩點。第一：神已預知那

敬畏祂的挪亞一定會在步出方舟後立即想獻

祭給祂。第二：神是喜悅人獻祭給祂的。神

既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天地一切都是屬

於祂的，祂當然不會貪圖人的些微供物。神

應是喜悅我們時常記念祂，感謝祂，親近

祂。而獻祭給神，就是我們感謝神的恩惠的

一種回應，是我們親近神並倚靠祂的一種表

示。現在恩典時代，我們不必再去屠牛宰羊

作獻祭。但保羅在《羅馬書》中寫道：「所

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

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12:1) 
神要我們堅持聖潔，去榮耀祂的名，要我們

好好利用祂給的恩賜，去事奉祂，傳頌祂的

聖名。這樣的獻祭，是我們慈愛的天父所喜

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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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 Ng

[迴 響] 

✑ 杏芬

約
瑟因被父親鍾愛，惹來兄弟忌恨，結果將他賣往埃及成為奴

隸。在波提乏家為奴時，神與他同在，他就百事順利，在主人

眼前蒙恩。因拒主母挑情，被下在監裡，伺候囚官，雖曾為酒政和膳

長解夢，卻被遺忘。直到法老作夢，無人能解，才被酒政想起推薦為

王解夢。約瑟告訴法老，神必將平安的話及將要發生的事告訴法老，

把榮耀歸給神。結果被立為宰相，治理埃及，成為一個好領袖，有公

義、仁慈及智慧，沒有被權力敗壞心志。在豐年時積蓄五穀，到荒年

時，安排供應糧食給埃及全地饑荒的人。後來當約瑟的兄弟到埃及買

糧，約瑟樂意接待兄弟，與他們相認及饒恕他們的過犯，又迎接父親

及親人到埃及。

約瑟一生順服、忍耐、有信心，等候神的帶領，遠離罪惡，沒有

被權力、女色及金錢所污染，忠心服事及工作。明白臨到的任何事，

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安排及恩典。約瑟從不敢得罪神，深深體會受

苦越多，越有生命的豐富可以供應別人。『不要害怕，我豈能代替神

呢？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

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現在你們不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

的婦人孩子。於是約瑟用親愛的話安慰他們。』(創50:19-20）

感謝神！幫助我從查考《創世記》，對記載有關約瑟的生平學

習屬靈生命成長，謹記做個敬虔愛主愛人的基督徒，成為神賜福的管

道，更成為別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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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nah Choi

當
我們在享受查考研讀『摩西五經』

時，真是很豐富的屬靈筵席，現在

可以好好地消化吸收了。

耶和華創造天地萬物，更以祂的形

像和樣式造了人，並將生氣吹在人的鼻孔

裡，使人成了有靈的活人，且讓人管理祂

創造的世界，這是何等大的福份啊！

然而人受了魔鬼的誘惑不肯信靠神，

人類從此墮落。但神為人預備了救恩，差

祂的獨生子主耶穌為人的罪掛在木頭上，

擔當了我們的咒詛，第三天復活，勝了陰

間魔鬼的權勢，只要凡仰望信靠祂的就得

永生。正如摩西在曠野遵照神的吩咐，造

了一條銅蛇掛在柱子上，凡被火蛇咬的

人，只要一仰望那銅蛇就活了。

以色列民在曠野四十年，一路埋怨，

心存頑梗，然而神仍因守著對亞伯拉罕、

[迴 響] [迴 響] 

以撒、雅各的應許，更因愛以色列民，

一次又一次地施行拯救，帶領他們的第

二代進入迦南流奶與蜜之地；更賜予他

們其他各國各族所沒有的十誡、敬拜神

獻祭的一切條例典章，並以後立王管治

他們的原則，提防他們日後軟弱跌倒，

多次申明遵守誡命典章的就得福，違背

的就要受咒詛。

在《申命記》中，摩西就如慈父臨終

時對心愛難捨的兒孫千叮萬囑，對在曠

野出生的新一代以色列民，重申神的律

例典章，且要聽祂說：『以色列啊，你

當聽！』，是的，如今神也一樣愛憐地

呼喚我們：『孩子啊！你當聽！』

不但如此，神更照顧周到，要以色列

民在迦南地有逃城，為他們設立戰爭的律

例、社會的律例，如他們遵守，國中再沒

基
督徒生命的成長重點，在於自己是否

真正將生命的主權交給神，是否清楚

知道並明白神的意旨，那原本居首位且不住

膨脹的老我，是否漸漸萎縮，讓位給那新造

『尊主為大』的你呢？

無論生活上大小事情，都要求問神如

何處理，也要敏感於聖靈的提醒指引。合乎

神心意的定必榮神益人，體貼自己的，只能

帶來片刻的快樂或滿足感，並可能會傷害他

人，更不能歸榮耀給神。

通過『聖經信息學院』舉辦的『聖經

信息查經班』，有系統地查考每卷聖經，

藉著功課上的問題，細細咀嚼神的話語和

神的作為、神的應許並賞賜、神的義怒並

懲罰，讓我產生敬畏神的心，不敢以自

己看為正的去做事，而是要以神看為正的

去辦。寬大的門易進去，但可能領你入黑

暗，窄門難進卻可以步入光明；要學習捨

易取難，堅守真道。學習如何與神同行是

一門要捨己虛己的功課，神已將我們分別

為聖，一切的污穢要遠離，常存謙卑受教

的心去聆聽牧者和導師的教導，讓神活潑

的話語洗滌我們的心靈，以致我們能手潔

心清與神親近，以祂愛我們的心去愛周圍

的人，使人認出我們是祂的門徒。

✑ Al ice Lo

有窮人，且老有所依，真是好一個『大同

世界』，國泰民安！

可是人心剛硬，不肯除去偶像，與

外邦人的罪惡共存，離棄真神。摩西再吩

咐說：『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神向你

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敬畏耶和華你的

神，遵行祂的道，愛祂，盡心、盡性事奉

祂，遵守祂的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

咐你的，為要叫你得福。』（申10:12）

『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

油。』(撒上15:22下）

讓我們常親近神，信靠祂，順服祂，

同走世上崎嶇山路，因神應許賜下同在與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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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 響] 

透
過研讀《申命記》又一次加深

對神話語的認識，我們要聽神

的話，要順服神，要一生敬畏神！整

本《申命記》是摩西的訓誨，是神在

曠野對以色列人的吩咐和教導的歷

史，讓我們看到雖然我們曾經悖逆偏

離神，但神卻沒有撇下我們，神給我

們一切，不是因我們的義，是因神的

愛和信實。有這樣的一位神，無條件

的愛我們，我們可以怎樣回應祂呢？

我們唯一可以做的正是摩西所訓誨

的，要謹守遵行神的誡命典章，全心

全意愛我們的神！

我們今天學到的屬靈功課是在

《申命記》26:18『耶和華今日照祂

所應許你的，也認你為祂的子民，使

你謹守祂的一切誡命』。

神向我們宣告：我們是屬於祂

的，是祂的產業，是祂的百姓，我們

要謹守遵行祂的一切誡命典章。

✑ Jenny Yiu

提
摩太後書》三章16-17節告訴我們：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

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

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六年前聖經

信息查經班剛在雪梨華人希伯崙堂開班的時

候，就有弟兄姐妹邀請我和先生參加，六年

來我們卻以種種藉口拖脫。

在生活中我堅強、熱情。其實生命裡仍

是軟弱無比。在世俗的網羅和陷阱中不斷地

跌倒。只是因著神的看顧和保守才能走到今

天，因他量著孩子的力量，讓我慢慢前行。

悲天憫人的性格會讓我在生活的不如意中沮

喪消沉；爭強好勝的性格又讓我為著目標勞

心勞力，就這樣疲乏不堪的生活著。感謝

主！竟也這樣陪我走了十多年，確實也成長

啦，也改變啦！但是成長和改變是建立在神

無數次的「現實恩典」中--找工、買房、考

學、升職、加薪......真是讚美不斷！感恩

不斷！恩典真也不斷！

✑ 安佳

[迴 響] 

今年三月的一個夜晚，我獨自一人終於

走進了聖經信息查經班。

當日查考的經文是《民數記》第六課：

以色列人往摩押地時的失敗。其中查考相

關經文《列王紀下》18章4節：「他廢去邱

壇，毀壞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

銅蛇，因為到那時以色列人仍向銅蛇燒香，

希西家叫銅蛇為銅塊。〔或作人稱銅蛇為銅

像〕」讓我看見希西家王原來是這樣一位依

靠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王。接連幾日我不斷反

思，竟然發現曾幾何時，在心裡神竟然成了

那被打碎的銅蛇。心裡直說：「哈利路亞！

父神啊，你竟如此愛我，我僅渴慕你話語的

點滴，你竟將生命的活水讓我滿飲。主啊，

我要將這心裡的銅蛇擊碎。我不要再做那游

離在曠野的以色列民。你的話語是我的信

心。

我再一次發現神的話語是又真又活，不

離生活左右。滿心歡喜中與先生分享。感謝

神！至此先生也放下生活中的重擔，與我一

起開始了查經班的學習，這真是神的恩典！

因為《馬太福音》5章6節告訴我們：「饑渴

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通過半年的查經班學習，我和先生更

加感受到神話語的精彩！鄧牧師詳盡的查考

作業，讓新約舊約中易明難懂的經文相互解

析，領查員所提供的不論是一張地圖、年代

列表，還是歷史文化風土人情的簡介，均是

大有幫助，而鄧牧師親自的講解，更是歸納

貫穿所查所講，特別是在最後畫龍點睛的屬

靈功課上，更讓我們將信仰結合生活，實是

領受良多！

感謝神，興起聖經信息協會向弟兄姐妹

提供靈糧，也祈求更多的弟兄姐妹得著這份

屬天的福份，不饑不渴，只有飽足！《阿摩

司書》8章11節主耶和華說：「日子將到，

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人饑餓非因無餅，乾

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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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之大，無奇不有，是否有個創造者？自從家裡第一位成員認識神

之後，改變了我的思想、行為。移民後第一次跟鄰居返教會，感覺

有些悶，不知道甚麼原因，漸漸遠離神，有甚麼小組活動都不太願意參

與。直到家裡第二位成員成為神的兒女，她的改變，影響我以往的生活習

慣，從而慢慢再次靠近神的跟前。從受浸那天開始，屬靈的種子，慢慢在

我這重生的人再得澆灌成長，祂不要我再次迷失方向。感謝神！每天都在

看著這微小的我。

這幾年在「聖經信息查經班」的學習，實在厚厚地加深了我對神的認

識和信心，每每當我遇上困難的時候，神的話語「不要怕、只要信！」便

成為我的提醒和鼓勵。

今年，母親的腳患，需要截肢才可將她的細菌殺掉，但想到她已是個

八十多歲的老人，怕她承受不了，然而她將這事交託神，還有主內弟兄姊

妹，一齊禱告，現在手術後康復中。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

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羅15:13）

[迴 響] 

✑ Iris Lam

[協會消息] 

第一期聖經課程結業證書頒發典禮

聖
經信息學院提供以查經班模式的讀

經計劃課程，在悉尼始於二零零八

年開展，第一期課程已於去年年底完成，

其中學員按要求完成學習功課及出席率不

低於百分之八十者，獲頒學院發出的證

書，以作鼓勵。

第一期聖經課程結業證書頒發典禮於

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五)，在Chatswood 
Church of Christ 舉行，由聖經信息學院

院長鄧英善牧師親自頒發證書予三十八位

學員，儀式簡單隆重。

這批學員連續所完成的十二個經卷臚列

如下: 

[財政簡報]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1/7/13-30/6/14 收支簡報
 1/7/13 – 30/6/14 1/7/12 – 30/06/13

學費及售賣聖經收入 13,800.05 14,065.03

奉獻 68,153.55 67,167.05

其它收入 2,749.57 229.30

 84,703.17 83,074.43

銷售成本及開支 87,972.23 88,086.09

期間盈餘/(不敷) -3,269.06 -5,011.66

查經班以外之奉獻 10,000.00 0.00

期間盈餘/(不敷) 6,730.94 -5,011.66

如有感動，在金錢上支持本會推動 
信徒讀經運動，可用以下奉獻方法:

1.  請以支票抬頭Cheque payable  
“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Australia) ”  
寄回本會。

2.  可直接存入本會銀行帳號,收條寄回 
本會。

Bank : Westpac Banking Corporation

Branch : Hornsby East Side NSW

BSB: 032285   A/C No. 302665

課程1 創世記

課程2 馬可福音

課程3 羅馬書

課程4 出埃及記

課程5 詩篇

課程6 約翰福音

課程7 利未記

課程8 路加福音

課程9 使徒行傳

課程10 加拉太書 

 以弗所書 

 腓立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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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课程可自选地点及时段参加

日间 :上午10:30 至中午12:30      
夜间 : 晚上 7:30 至晚上 9:30

	 聚會地點点	 馬太福音	 出埃及記(註)	 書、士、得

註：《出埃及記》是重開課程, 祇限在列出地點提供。 

以上日期和地點的安排，日後如有變動，將在查經班另行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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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彌賽亞王和祂的國度

《馬太福音》在新約聖經中是第一本書； 

這書把舊約和新約連貫起來。若要了解：

1.舊約以色列國度和新約教會的關係

2.以色列國度延遲來臨的原因、將來的復興

3.主耶穌實在是以色列所期盼的彌賽亞王

弟兄姊妹必須要正確地理解《馬太福音》的

內容。

《出埃及記》: 拯救與教導 

《出埃及記》讓我們看見神是有憐憫、有恩典

拯救的神。祂顧念以色列民在埃及的苦情，

差派摩西拯救他們出埃及為奴之地。神要以色

列民作「祭司的國度、聖潔的國民」。神賜下

律法教導蒙恩的以色列民如何活出神給他們尊

貴的身份。從律法我們認識神聖潔及公義的要

求，從會幕我們更能深入體會神的救贖(祭司

與祭物的功用)。

《約書亞記》: 應許應驗 

《約書亞記》是神應許的應驗。當日的以色列

人因不信在曠野漂流了四十年。事隔約有六百

年，神揀選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過約但攻取迦

南應許地。神的應許話語是絕對可信可靠的。

《士師記》: 信實管教 

《士師記》記載了以色列人在宗教信仰、道

德及戰爭上的敗壞，他們不聽話，拜偶像，

外邦人欺壓他們。以色列人呼求神，神給他

們興起十二個士師拯救他們，神的憐憫、信

實由此可見。《士師記》充分顯露出神的憐

憫和愛的管教。 

《路得記》: 恩待憐憫 

《路得記》看到在士師秉政，以色列人道德敗

壞的時代中，顯示出神的信實可靠。祂除了愛

以色列人，也愛外邦人。

	 西南区 周一(日间) 国、粤语 周一(日间) 国、粤语 周一(日间) 国、粤语 
 西雪梨华人基督教会 9/2/15 ~ 30/3/15 (8周) 25/5/15 ~ 3/8/15 (11周)   24/8/15 ~ 14/9/15 (4周)
 90 Homebush Road, 20/4/15 ~  4/5/15 (3周)  5/10/15 ~ 16/11/15  (7周) 
 Strathfield, NSW 2135

 西 区 周一(夜间) 国、粤语 周一(夜间) 国、粤语 周一(夜间) 国、粤语
 宣道会希伯仑堂 9/2/15 ~ 30/3/15 (8周) 25/5/15 ~ 3/8/15 (11周) 24/8/15 ~ 14/9/15 (4周)
 51 Hawkesbury Road,  20/4/15 ~  4/5/15 (3周)  5/10/15 ~ 16/11/15 (7周)
 Westmead, NSW 2145 

 北 区 周一(夜间) 粤语 周一(夜间) 粤语 周一(夜间) 粤语
 Chatswood 9/2/15 ~ 30/3/15 (8周) 25/5/15 ~ 3/8/15 (11周) 24/8/15 ~ 14/9/15 (4周)
 Church of Christ 20/4/15 ~  4/5/15 (3周)  5/10/15 ~ 16/11/15  (7周)  
 365 Victoria Avenue,  结 论   11/5/15 结 论   10/8/15 结 论   23/11/15
 Chatswood,

  周二(日间) 粤语  周二(日间) 粤语
 NSW 2067 10/2/15 ~ 31/3/15 (8周)  25/8/15 ~ 15/9/15 (4周)
    21/4/15 ~  5/5/15  (3周)  6/10/15 ~ 17/11/15   (7周) 
    结 论   12/5/15  结 论   24/11/15

 南 区 周二(夜间) 粤语  周二(夜间) 粤语
 华人恩典基督教会 10/2/15 ~ 31/3/15  (8周)   25/8/15 ~ 15/9/15 (4周) 
 1A, Kensington Street, 21/4/15 ~  5/5/15  (3周)  6/10/15 ~ 17/11/15 (7周)
 Kogarah, NSW 2217

 西北区 周三(日间) 粤语 周三(日间) 粤语 周三(日间) 粤语
 播道会活石堂 11/2/15 ~ 1/4/15  (8周) 27/5/15 ~ 5/8/15 (11周)  26/8/15 ~ 16/9/15 (4周)  
 5-7 Castle Hill Road, 22/4/15 ~  6/5/15 (3周)  7/10/15 ~ 18/11/15 (7周)
 West Pennant Hills,   结 论   12/8/15
 NSW 2125

     西北区 周四(夜间) 粤语  周四(夜间) 粤语
 澳洲华人宣道会迦南堂 12/2/15 ~ 2/4/15  (8周)   27/8/15 ~ 17/9/15  (4周)
 2/4 Gladstone Road,    23/4/15 ~  7/5/15  (3周)  8/10/15 ~ 19/11/15 (7周)
  Castle Hill, NSW 2154

讲师： 邓英善牧师 (媒体播放)



[資源分享] 

請打開網頁：

http://www.bibleexposition.org/resources-media-cbsc-mp4.html

香港圣经信息 
查经班

为方便弟兄姊妹介绍在港
的亲友参加圣经信息查

经班，现列出那里的资料供
参考。

目前仍查考《约书亚记》、 
《士师记》和《路得记》 
至12月4日

(周二）博爱潮语浸信会 
（早上9:30-11:30）

九龙慈云山毓华里22号 
嘉喜大厦二楼

(周一）香港怀恩浸信教会 
（早上9:30-11:30）

香港北角渣华道108号 
渣华道108商业大厦二楼

（周四）基督教浸信会为道堂 
（晚上7:00-9:00）

九龙油麻地砵兰街62-66号 
昌威大厦一楼

查询致电(852)2307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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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經信息協會的網站
有免費的資源可供下載，
請憑感動自由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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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申命記》的研讀有二百多人參加，並已順利完成。

• 感謝神！有 38 位來自12 間不同教會的弟兄姐妹已經完成第一期

查經課程，於本月獲頒第一期畢業證書。

• 感謝神！Sydney, Melbourne 和 Adelaide 的幾間教會仍持續在教

會內開辦查經班，求神保守弟兄姊妹繼續渴慕神的話語。

• 求神帶領明年《馬太福音》、《出埃及記》和《書、士、得》

查經班的報名，讓弟兄姊妹在祂的話語上紮根成長，親自吸引

更多人報讀。

• 求神帶領協會和悉尼及其它澳洲城市的眾華人教會能彼此配

搭，同心合意推動有系統的讀經運動，建立生命。

• 求神預備查經班各班的事奉人手，特別預備足夠正、副組長帶

查經。

• 求神感動弟兄姊妹在行動上、禱告上、經濟上支持 BESA  的各

樣需要。

[感恩代禱事項]

Suite 228, Level 3, 813 Pacific Hwy.,  
Chatswood, NSW 2067, Australia

P.O. Box 1779, Chatswood, NSW 2067, Australia

Ph:(02) 8021 0139   Mobile: 0411 318 260  
Email: BES.AUS@bibleexposition.org

www.bibleexposition.org   版權所有 免費贈閱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Australia) 
ABN 20 440 148 379  

顧問牧師： 
張明俊牧師、鄭智斌牧師、謝友德牧師

董事會

主席： 鄧英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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