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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篇是敬拜、讚美神、禱告的話語；詩篇是以色列詩人敬拜讚美

神的詩歌。詩篇中的豐富詩句，反映出詩人與神的親密關係，

這與當時犯罪、遠離神的以色列人，成了很大的對比。詩篇裡的每

一句話都可以成為今天基督徒與神靈交的心裡話，很多優美的詞句

也是我們向神禱告的好內容。許多時候，我們代求的話很多，敬拜

讚美卻無言，從詩篇中，我們可以學習如何用敬拜讚美的話語來禱

告。求主幫助我們學會在禱告中敬拜祂，因為我們的神是配受敬拜

讚美的。

從詩篇中學習敬拜的言語。我們的神是配受敬拜與讚美。

從詩篇中認識彌賽亞

從詩篇中認識神的話、人生智慧

從詩篇中認識真正的福氣

從詩篇中認識我們和神的關係

從詩篇中認識禱告﹕認罪與赦免

從詩篇中認識禱告﹕敬拜與讚美

從詩篇中認識禱告﹕懇求與倚靠

從詩篇中認識神的大能與信實

✑ 鄧英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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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各種不同的詩篇

A. 彌賽亞詩 (Messianic Psalms) ( 詩 2; 8; 
16; 22; 23; 40; 41; 45; 68; 69; 102; 
110; 118)

 這些詩（或部分的內容）是與彌賽亞

（耶穌基督）的身分與工作有關。新

約作者把這些詩篇（一節或幾節）引

伸到主耶穌身上（參路 24:27, 44）。

B. 哀求詩 (Lament Psalms)

C. 見證感恩讚美詩  (Psalms of praise and 
testimony)（詩113–118篇）

D. 上行詩  (Pilgrim Psalms) (詩120–134
篇）

每年上耶路撒冷守節時所唱的詩歌

E. 咒詛詩  (Imprecatory Psalms) (詩7; 35; 
55; 58; 59; 69; 79; 109; 137; 139; 
140)

F. 痛悔詩 (Penitential Psalms) (詩 6; 51; 
130; 參詩78; 81; 106; 拉9:9-15; 尼
9:9-38; 但9:4-19）

G. 智慧詩 (Wisdom Psalms) ( 詩1; 37; 49; 
73; 91; 112; 119; 127; 128; 133)

H. 歷史詩 (Historic Psalms) ( 詩78; 參詩

105–106篇）

I. 大自然詩 (Nature Psalms) (詩19; 參
詩 8; 29; 65)

J. 其他

註﹕不同的學者把詩篇不同種類的歸納會有

不同。以上提供的是各種詩篇的分類，是一

個參考。

II. 詩篇的神學 (Theology of the Psalms)

舊約的所有神學思想在詩篇裡幾乎都可

以找到。許多詩篇是以色列人的敬拜讚

美詩。這些詩歌有許多是在聖殿前敬拜

時所唱，有許多是他們一年三次上耶路

撒冷守節時所唱。這三個節期是(一)逾

越節(除酵節)，(二)五旬節(收割節)，(

三)收藏節（住棚節）（出23:14-19;利
23:4-44）。他們會在耶路撒冷守節時，

在聖殿前（或附近）敬拜時用這些詩篇

來歌頌敬拜神。

詩篇裡主要的神學思想包括﹕

1. 詩 人 堅 信 耶 和 華 的 全 能 政 權

(sovereign rule)。耶和華必定會在地

上建立祂公義的政權，他們為此大發

熱心。當他們看到惡人攻擊神，辱罵

神的時候，他們會求神彰顯祂公義的

審判來攻擊這些惡人。詩人求神﹕

a. 「願你打斷惡人的膀臂；至於壞

人，願你追究他的惡，直到淨

盡。」（詩10:15）

b. 「神啊，求你敲碎他們口中的

牙！」（詩58:6）

c. 「願他們的筵席在他們面前變為

網羅，在他們平安的時候變為機

檻。（詩69:22）

 求你將你的惱恨倒在他們身上，

叫你的烈怒追上他們。(詩69:24)

 願他們的住處變為荒場；願他們

的帳棚無人居住。」（詩69:25）

 這些禱告看來不是基督徒該作的禱

告。但我們要留意，當詩人這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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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時，他們是看到了惡人的邪惡，

對神的藐視。大部分的時間，他

們是為神的公義大發熱心才這樣禱

告。有一天，主耶穌再來時，祂必

定會審判世上的惡人和所有不信

的。（啟19:10–16）

2. 詩人堅信耶和華必聽他們的禱告。當

面對惡人的攻擊，他們相信公義的神

必定為他們伸冤。當他們犯罪時，他

們懂得仰望神的慈愛，憐憫，他們認

罪悔改。他們堅定的信心，在許多詩

篇字句裡都能看得出來。他們在求告

神的時候，往往從求告變為讚美。雖

然在求告時，難處還沒有得到解決，

但他們深信神對他們的慈愛與誠實，

必定會聽他們的禱告，他們在禱告時

已開始讚美神。這是今天我們要學習

的寶貴功課，許多時候，我們只會向

神求，但在禱告裡卻是缺乏讚美的

話。

3. 詩人堅信神是配得敬拜與讚美。從神

領受福氣，好處，卻不敬拜讚美神，

這是罪。神賜福我們的時候，我們敬

拜讚美祂時，我們是把神給我們的好

處與眾人分享，叫神得榮耀。

4. 詩人因對神的信心，他們看將來是有

盼望的。「只是神必救贖我的靈魂，

脫離陰間的權柄，因祂必收納我。」

（詩49:15）。雖然詩篇裡沒有明顯

地講明「永生」的觀念，以上的經文

足以表明詩人對人死後是有盼望的。

你是否滿足你的靈修生活？和主的關

係好嗎？有否在禱告裡享受著與神甜蜜的交

通？若覺得靈命枯乾，禱告乏味，不妨多讀

詩篇。最好把詩篇裡的話熟讀，背誦，多加

默想，把這些寶貴的話成為你禱告的話語。

神願意我們與祂親近，讓我們用祂的話語和

祂深切靈交，主必賜福。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是關乎萬民的，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

   為你們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路加福音 2:10 下-11）

謹祝您和您的家人 
得享一個平安的 
聖誕和蒙福的新年！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仝人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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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神的話成為生命的一部份，是需要自己

直接去讀，先去自己領受，讓真理的

聖靈引導我們明白一切的真理(約16:13)。關

鍵在於要仔細去讀，嘗試從上、下文自己去

理解經文的內容。若有不明白的地方，再擴

大看整章、甚至在整個書卷去發掘，必然有

幫助。最後才去參考釋經的工具書，看看與

別人的領受是否一樣。誠然有方法是好的，

但最重要是讓自己先去讀。(筆者按：這樣的

讀經方法又和聖經信息查經班的理念頗為一

致。)

讀經就如進食，要咀嚼、消化，最後是

實踐，便可將神的話化作生命。若不行道，

便是止於知識而已，保羅要我們真知道祂(弗

1:17)。恆常操練所學之道，生命便會更趨成

熟。

「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

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 

(來5:14)

(註：鄭智斌牧師是本會的顧問牧師之一，本會自

創會至今，鄭牧師非常支持本會事工，除了安排

鄧英善牧師在其所屬的教會証道外，也曾協辦《

猶大書》查經體驗坊，並有在其教會內採用本會

的查經資料。鄭牧師看重神的話，筆者特在他的

百忙中撮要訪問他：為何看重神的話及他是如何

讀經。)

[牧者專訪] 

人每天都要走人生的道路，如何走下去？往那裡去？ 

聖經就是我們最好的指南，無論是在生命上、抉擇上， 

聖經都能成為我們的明燈指引。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119:15

聽道、讀經、釋經能幫助我們明白神的話， 

不單如此，我們更要熟讀、恆心去讀及反覆思考，好像 

庇哩亞的信徒一樣：

「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 

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徒17:11

✑  鄭智斌牧師口述 

 譚美莉姊妹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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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以色列的過去 - 蒙神揀選的民

族、兒子的身份、神的應許、神的管教以及

以色列復國禱告，一方面為他們傷痛，另方

面也為他們去感謝神。

2. 為以色列的現在 - 以色列人仍然

頑梗，不肯相信耶穌是彌賽亞，仍然以為守

律法可得救贖，國家仍然多災多難，求神憐

憫。懇求神興起更多的宣教士、傳道人向以

每
次查考完一卷書，都會問自己是否學

習了新的功課?對神有新的了解嗎?當

今次分享《羅馬書》時，我很深的體會到原

來做基督徒的時間越長，對信仰的根基會越

模糊， 忘記了起初所信的。藉《羅馬書》的

重點「因信稱義」再一次提醒自己得以被神

[迴 響] 

✑ Susanna Cheung  

讀《羅馬書》令我更清楚明白神整個救贖的計劃， 

對我每星期禱告的日誌有極大的改變及更新，因為我之前會時常為家

人、身邊的人、朋友、教會的牧者和弟兄姊妹禱告，而忽略了要為以色

列禱告。以下是我會朝著這三個方向為以色列禱告：

色列人傳福音；要讓他們知道真正尋求神的

方法不是憑行為，而是憑信心去求。

3. 為以色列人守望 - 抓緊神的應許， 

盼望他們回轉，將來以色列會全家得救。

因以色列人跌倒，叫外邦人蒙福。但

神並沒有棄絕他們，神藉以色列人賜福全人

類。哈利路亞!

稱義、在主裏成聖、將來得榮耀，全因為「

信」，是因為主耶穌基督為我成就了一切，

不是靠自己的好行為。在走這條信心之路

上，有機會不停的被提醒、反思，是基督徒

的福分。

✑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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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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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祂的子民作「祭司的國

度、聖潔的國民」，神賜下律法教導他們如

何活出這個尊貴的身分。所以在舊約時，以

色列民是先蒙拯救、獲賜新身分，後要依循

律法的教導去過新生活（聖潔的生活）。

可惜歷代的以色列民屢屢背棄律法，縱

然當中有敬虔外貌的祭司、文士，亦多只流

於形式上的遵行。由於他們很多不明白律法

的精義，只懂死守律法的字面要求，並在律

法以外再加上人設的規條，難怪他們尋求「

律法的義」卻得不到（羅9:31）。其實「凡

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

稱義。」（羅3:20）

現今世上的人「卻蒙神的恩典，因基

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羅3:24
）「既然信基督、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

記。」（弗1:13）。有了聖靈內住便成了

有新生命的人，有新生命便自然要過新生

活。信主的人不再在罪之下，也不再在律法

之下；並且也靠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

穌裏得了釋放，得以脫離罪和死的律了（羅 

8:2）。這份自由，並非是消遙放任，乃是隨

聖靈而行。

聖靈會教導我們行事，「祂要將一切的

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主耶穌）

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約14:26)。聖靈會

引導我們明白一切的真理（約16:13）。聖靈

更會賜我們力量去過新生活（弗1:19）。在律

法時代，人憑自己力量去追求「律法的義」而

無法得到；在恩典時代，信主的人倚靠聖靈的

力量，可過合乎律法要求的新生活，這就是羅

馬書 8:4 所講：「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

這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

信徒得了新生命，亦同時得了新身分，

彼前 2:9 說:「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

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從《出埃及記》和《羅馬書》都看到

神是先救後教，凡教導的工作都是漫長的過

程，受教者須謙卑順服。在舊約時代，神的

百姓是要將律法謹記在心，依法行事；今天

恩典時代，神聖的生活指引就在我們心內，

祇要隨聖靈而行便是了，真是何等的福氣！

✑ 小雨點

[迴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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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主耶穌基督，賜我有追求神話語的

心，我上半年有機會參加聖經信息協會

舉辦的《馬可福音》查經班，下半年又參加

了《羅馬書》查經班，正如鄧牧師在講解《

羅馬書》時一再強調，《羅馬書》是保羅書

信中最重要的一卷書，《羅馬書》很清楚講

解甚麼是「福音」。

當我研讀《羅馬書》更深明白 「一次真

正重生得救，就必永遠得救」的救恩真理，

為此我感謝主的憐憫，更珍惜主賜的救恩，

立志效法主的榜樣，坦然無懼地向更多人分

享福音，領人歸主。

透過這一年在查經班的學習，我培養了每

天讀經的習慣，調整我對神話語的優先次序，

我每天先靈修讀經後，才開始一日的工作。神

的話語給我智慧、信心、勇氣去處理每日要面

對的人和事，幫助我更深認識神的恩典。

研讀《羅馬書》給我最深刻的屬靈功課

是：

1) 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成為挽回

祭，滿足了神公義的要求，祂的死叫我

們相信的人可以白白稱義。

2) 神能拯救我們脫離罪的死，也必定能保

守我們歡歡喜喜進入永恆的榮耀裡。

願神的話語光照眾人的心！

[迴 響] 

〈編者按：既如往昔，聖經信息查經班內有很多夫婦

參加，他們一同在神的話語上學習、一同領受、一同

感恩，實在是何等美的事。以下是Sunny及Day 夫婦

二人的分享。〉

✑ Sunny To

感
謝神！帶領我和丈夫一起參加《羅馬

書》查經班，研讀神寶貴的話語，《

羅馬書》是我很喜歡的保羅書信，書中很有

條理、很清晰也很肯定將神的福音講明，是

每個信徒必讀的書卷。在研讀《羅馬書》

後，使我更有信心和勇氣向人分享福音，當

我遇到一些弟兄姊妹雖然信主多年，卻沒有

把握進入主耶穌應許的永恆天國時，我會有

熱切的心和他們分享，保羅透過《羅馬書》

肯定的告訴我們：「一次真正重生得救，就

必永遠得救」的救恩真理，使他們能夠真正

明白和享受神的愛，更加珍惜主耶穌賜的救

恩。

我們蒙恩得救是藉信稱義，也是藉信成

聖，我們是靠著聖靈的幫助，得勝肉體的軟

弱，沒有任何的力量，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

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

我期待2011年《詩篇》查經班的開始，

透過研讀神的恩言，學習詩人歌頌神的偉

大，讚美神的慈愛，在神面前傾心吐意，與

神有更深的結連。

願我們一起參加《詩篇》查經班，享受

神話語的甘甜！

✑ Da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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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 響] 

✑ Lucy

參
加查經班對於我來說，像是個偶然，

實際上卻是一種必然。我受洗已經多

年，從年分上屬於老字輩。聖經已經聽了近

十年，可以做到人說了上句，我就知道下句

是甚麼。當然，若要我背整句出來又是不大

可能的。至於行出來這方面，更是……只有

神知道，我屬於頭大身小型。

某日偶然在商場遇到 Peter 弟兄夫婦。

一頓蘭州拉麵下來，兩夫婦同聲同氣地說：

「你真該好好學聖經了，正好下週就開班，

你就來聽聽吧，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聖

靈在不斷的催促，Peter 弟兄也一再地邀請，

於是我就去了，而且就在第一週報了名。還

是同樣的面孔，還是同樣的聖經，但我想這

回我可要真的把聖經讀進心裡去，而且我還

認真地禱告了。

有了這樣的心志，我堅持了七週的學

習，除了偶爾脫了兩次課之外。這查經班有

自己的特點，一）要寫筆記，二）要前後翻

聖經，然後才能做問題和填充（我彷彿又回

到了小學年代）。三）每次都是討論過後再

看DVD，再次重溫當週所學。如此下來，

對羅馬書每一句的印象可算較明白，但還不

是一般的深刻。但到了最後一週的時候，我

發現，哎！儘管我還是沒有很認真地學，可

還真是有收穫。從前對羅馬書的結構完全也

不懂，現在好像有點眉目了，終於知道羅馬

書至少說了三個階段，而且還是用層次漸進

的方法。從藉信稱義，藉信成聖，到藉信得

榮耀。羅馬書已經一步一步告訴我們該怎麼

做。那完全不是像以前想的是不可能完成的

任務，乃因一路都有神的同在。

這七週，每週的工作還是如往昔一樣繁

重，可是，因為和神的關係有了改善，對功

課也就不覺是大的重擔了。以前對聖靈的感

動完全不敏感，現在看似有點改善。喜樂這

個果子，似乎又回到了我的個性裡。

最後，通過這個查經班的學習，得出的

結論是，對於在澳洲信主的大陸學生來說，

雖然受了洗，根基還是很淺，獨在異鄉，還

到處搬家，很容易就和教會（原來受洗的教

會）脫離了關係，然後和神也疏離了。所以

無論如何，任何時候都不可以停止聚會、查

經和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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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太人稱《詩篇》為讚美的書，後來有人稱這些詩篇為讚美詩本(Book of Praise)，因為

差不多每首詩篇都有些讚美神的字句。大衛共寫了75篇的詩。詩的內容充份反映出大

衛是牧者、詩人(音樂家)、戰士及君王(主前1011-971年)。不同主題類別的詩篇包括﹕

[課程預告] 

《約翰福音》是與前三卷符類福音很不相同的一卷福音書，當中記載著許多耶穌基

督直接所講的話。西門彼得回答耶穌說：「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

（約6:68）你對主的認識有多深？跟從主有多堅定？

《約翰福音》也被稱為「信的福音」。「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

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約20:31）

主要內容包括：主耶穌所行的七件神蹟；主耶穌所說的七句「我是…」；每個神蹟

前後及七句「我是…」的話，都有耶穌寶貴的教導，還有主耶穌上十架前的教導、預言，

這都是每個基督徒應該知道的。

有許多詩篇是當時人向神的禱告和敬拜、向

神傾心吐意的話語，這些詩篇中禱告的話

語，就是我們最好的參考。《詩篇》豐富的

內容可以幫助你進入更豐盛的地位，享受蒙

神同在、與神同行的密切關係。

1) 哀求或求問之詩；

 2) 感恩或敬拜之詩；

  3) 信靠神之詩；

   4) 歌頌耶和華為王的詩；

  5) 有關彌賽亞的詩；

 6) 教導的智慧詩篇；

7) 咒詛降禍之詩。

講師：鄧英善牧師

2011年首兩學期將研讀《詩篇》 
第三與第四學期研讀《約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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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鄧英善牧師 (現場講解或看DVD)

聚會地點	 時	間	 　　　　　　　　　　　　　日	期

	 日間:上午10:30至中午12:30

 夜間:晚上7:30至晚上9:30 詩 篇 約翰福音  	

北區	 週一(夜間) 7/3/11 ~ 4/4/11 (5週) 1/8/11 ~ 12/9/11 (7週)
Chatswood 粵 語 2/5/11 ~ 13/6/11 (7週) 10/10/11 ~ 7/11/11 (5週)
Church of Christ
365 Victoria Aveune, 週二(日間) 8/3/11 ~ 5/4/11 (5週) 2/8/11 ~ 13/9/11 (7週)
Chatswood, NSW 2067	 粵	語	 3/5/11 ~ 14/6/11 (7週) 11/10/11 ~ 8/11/11 (5週)

西區 

宣道會希伯崙堂 週一(夜間) 7/3/11 ~ 4/4/11 (5週) 1/8/11 ~ 12/9/11 (7週) 
51 Hawkesbury Road, 國語、粵語 2/5/11 ~ 13/6/11 (7週) 10/10/11 ~ 7/11/11 (5週)
Westmead, NSW 2145 

西南區	 週一(日間) 7/3/11 ~ 4/4/11 (5週) 1/8/11 ~ 12/9/11 (7週)
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國語、粵語 2/5/11 ~ 13/6/11 (7週) 10/10/11 ~ 7/11/11 (5週)

90 Homebush Road,	 週二(夜間) 8/3/11 ~ 5/4/11 (5週) 2/8/11 ~ 13/9/11 (7週)
Strathfield NSW 2135	 粵 語 3/5/11 ~ 14/6/11 (7週) 11/10/11 ~ 8/11/11 (5週)
	

南區	

華人恩典基督教會	 週二(夜間) 8/3/11 ~ 5/4/11 (5週) 2/8/11 ~ 13/9/11 (7週) 
1A, Kensington Street, 粵 語 3/5/11 ~ 14/6/11 (7週) 11/10/11 ~ 8/11/11 (5週)
Kogarah, NSW 2217	

西北區 

播道會活石堂 週三(日間) 9/3/11 ~ 6/4/11 (5週) 3/8/11 ~ 14/9/11 (7週) 
5-7 Castle Hill Road,  粵 語 4/5/11 ~ 15/6/11 (7週) 12/10/10 ~ 9/11/11 (5週)
West Pennant Hills NSW 2125 

西區	

澳洲華人宣道會迦南堂	 週四(夜間) 10/3/11 ~ 7/4/11 (5週) 4/8/11 ~ 15/9/11 (7週) 
2/4 Gladstone Road,  粵 語 5/5/11 ~ 16/6/11 (7週) 13/10/11 ~ 10/11/11 (5週)
Castle Hill, NSW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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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簡報]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1/7/09-30/6/10 收支簡報
	 $

學費及售賣聖經收入	       25,947

奉獻	 48,452

其它收入	 3,687

總收入	 78,086

銷售成本及開支	 94,094

全期不敷	 (16,008)

[協會消息] 

感
謝神！聖經信息協會從一個郵箱

的基址，到可以設立一個坐落在

Chatswood商廈的辦公室，實在是神豐厚

的恩典。為此，協會在八月一曰舉行辦公

室的感恩奉獻典禮。當天有三十多位嘉賓

和同工出席，奉獻的儀式由協會主席鄧英

善牧師和顧問鄭智斌牧師領禱，同心向神

發出感恩和讚美，求神將辦公室分別為

聖，將榮耀歸神。之後與會者一同享用精

美茶點，互相交通。在此謹向蒞臨的嘉賓

和同工，特別是參與事前佈置、預備茶點

和事後清理的同工，致以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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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

我的產業實在美好。」詩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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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1. 感謝神！保守帶領《羅馬書》查經班，前後共有 350 多人在 7 班 6 個不同區域報讀；

並為各查經班同工能彼此配搭，忠心事奉而感恩。

2. 感謝神！得到宣道會迦南堂的支持， 2011 年將會在該堂開設粵語查經班。

代禱：

為查經班祈禱：

• 求神為各區的查經班興起足夠的同工。

• 求神保守參加查經班的弟兄姊妹在假期有健康的身體、活潑的靈命、渴慕天天研讀 

聖經親近神。

• 求神親自吸引人參加《詩篇》的查經班，藉詩人對神的說話，幫助信徒與神建立 

更深的個人關係。

• 求神賜鄧牧師屬靈亮光，去編寫《詩篇》的查經問題。

• 求神感動弟兄姊妹在經濟上支持查經班的需要。

為聖經信息協會(澳洲)整體事工：

• 和悉尼眾華人教會能彼此配搭，同心合意推動信徒讀經運動，建立生命，榮神益人。

• 在澳洲、香港、中國及美國各項事工的發展方向，在不同地區廣泛推動信徒讀經 

運動，在聖經教導上，造就弟兄姊妹明白真道。

• 求神預備不同恩賜的弟兄姊妹加入聖經信息協會的事奉。

為同工：

• 求神大大加恩加力，賜鄧牧師有充足的時間預備，有健康的身體、活潑的靈命， 

忠心傳講神的話，有智慧分配時間，兼顧各地繁重的事工，並保守看顧牧師的家人。

• 求神保守帶領同工當中尋工的肢體，賜下信心、盼望等候神最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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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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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鄧英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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