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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是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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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英善牧師

Dr. Patrick Tang

 1. 他一生遵行神的旨意，他服事了他那一代的人

 2. 他作了神要他作的事，他不作神不要他作的事 
  (沒有建聖殿)

I. 《撒母耳記上》記載：神裝備大衛作王

 從神藉撒母耳膏立大衛作王，到他真正作王，經歷了一

段很長的時間。在這期間，神裝備他作王。《撒母耳記

上》記載了四個人物：

 A. 從祭司以利到祭司撒母耳 (撒上1:1-6:21)

 B. 從祭司撒母耳到掃羅王 (撒上7:1-16:23)

 C. 從掃羅王到大衛 (撒上17:1-31:13)

 在這期間，我們對大衛的認識：

   ‧大衛是牧者: 牧養父親的羊

   ‧大衛是精兵: 服事掃羅，帶領以色列人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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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衛逃避掃羅的追殺

  大衛信靠神，打死巨人歌利亞；神

與他同在，使他打敗敵人，以色列

民也喜悅他。他倚靠神，心裡得以

堅固。

 大衛敬畏神，他不敢殺掃羅 – 神

所膏立的王。

II. 《撒母耳記下》記載: 神使用大衛作王

 大衛作王的歷史事實：

A. 大衛王(一)：他的興起(神如何叫
他得王位，堅固他作王的權力)(撒

下1:1-6:23;參代上11:1-9;13:1-
14; 14:1-17; 15:1-16:3)

B. 大衛王(二)：他的約與政權(撒下
7:1-9:13;參代上16:1-43;17:1-
20:8; 22:1-27:34; 參詩89:3-4)

C. 大衛王(三)：他的勝利與犯罪 
(撒下10:1-14:33; 參代上19:1-
20:8)

D. 大衛王(四)：他的患難、重得王位 
(撒下15:1-20:26)

E. 大衛王(五)：他的政績(統治經歷)
(撒下21:1-24:25;參代上11:10-
12:40; 21:1-30; 28:1-29:30)

 大衛作王期間，我們對他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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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衛是牧者：牧養以色列人

 2. 大衛是君王：統治以色列人

 3. 大衛逃避押沙龍的追殺

III. 大衛王最大的貢獻

A. 在政治上：立都在耶路撒冷

B. 在國度上：神與他立約

C. 在敬拜上：建立利未人班次、詩歌
班

IV. 大衛的信心與順服

1. 大衛相信神的能力，得勝在乎耶和
華，他倚靠神打死巨人歌利亞及戰

勝外邦人

2. 大衛相信神的主權，全然接受祂的
安排。他不敢傷害祂的受膏者(掃

羅)

3. 大 衛 相 信 神 是 最 高 的 統 治 者 
(Supreme  Ruler)。他順服神的
主權與帶領(參撒下22:2-16)

4. 大衛相信神是全然公義(參撒下
22:17-27)

5. 大衛相信神的慈愛憐憫，他犯罪
後求神赦罪。他願意落在永生神

的手裡(參撒下12:13; 22:28-46; 
24:14; 參詩51篇)

6. 大衛相信神的旨意是最好的，他願
意順服神的旨意。一生遵行了神的

旨意 (徒13:22,36)

V. 大衛的敬拜讚美

 大衛一生除了遵從神的旨意外，他的人

生也是一個敬拜讚美神的人生。他雖然

不能為神建聖殿，卻為他兒子所羅門預

備建殿的材料。不但如此，他還把利未

人重新安排圍繞聖殿事奉的班次。大衛

為聖殿建立了敬拜詩歌班：

A. 四千人用大衛所作的樂器頌讚神 
(代上23:5) 

B. 亞薩、希幔，並耶杜頓的子孫彈
琴、鼓瑟、敲鈸、唱歌。善於歌唱

的共有288人(代上25:1- 7)。

C. 歌唱者的班次:24班，每班12人 
(代上 25:8-31)

VI. 大衛的犯罪與認罪

 大衛是一個合神心意的人。這不是說他

是一個完全人，他也有他的軟弱，他犯

了非常嚴重的罪 – 他犯了姦淫和謀殺的

罪。(撒下11:1-27)這都是十誡裡說明
不可作的事，而且是死罪。但他寶貴的

品格是他被指出犯罪後，他馬上誠實的

認罪。

✑ 鄧英善牧師

Dr. Patrick Tang

 A. 犯罪

1. 犯罪是得罪神，不要以為神不
知

2. 犯罪會影響與神的關係，生命
枯乾，失去喜樂

3. 犯罪會失去見證，叫聖靈擔憂 
(弗4:30)

4. 犯罪會失去事奉神的機會(參林
前9:27)

B. 認罪

1. 認罪的基礎：求神的慈愛(耶穌
救恩；祂的寶血)

2. 認罪的意思：承認自己的罪，
求神赦罪(詩51:1下) – 要真
心，要誠實，要立刻，要悔

改，不要再犯，不要否認，不

要推卸，不要指責別人

3. 神是信實的，必要赦免我們的
罪(約一1:9)

4. 犯罪後要面對罪的後果: 神的
管教

讓我們研讀《撒母耳記上、下》

時，更深入了解大衛的人生，學習

作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本學年研讀《約書亞記》的過程中，不時會回想以往

查考過的《民數記》：「眾人皆醉我獨醒」，就是

當中提及到的約書亞。

當眾人都在叛變發怨言，盲目的要另立首領回埃及，

就唯有約書亞和迦勒撕裂衣服，挺身而出，表示他堅信神

的應許的立場。他的辯稱不但沒有得到半點的認同，反而

換來會眾的憤恨，甚至要拿石頭打死他們！

約書亞卻未有懷恨在心，不計算人的惡，卻順服神，

承接了摩西的任務，去帶領這班全不可愛的以色列民。

昔日摩西，同樣也是屢次遭受百姓的埋怨，卻倒為他

們向神求情，不降怒於他們。所謂名師出高徒，深信過去

摩西必定是以生命影響生命，興起了這位新一代的理想接

班人約書亞，真可說得上是再世的小摩西！

約書亞不但在戰役中是連贏的長勝將軍，在屬靈生命上

也是連贏的得勝。在分地給各支派的時間，其現場氣氛之緊

張可大概想像到。雖然當時的抽籤是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但人很自然是會希望在抽獎中得大獎。約書亞卻安然的領受

最後分配的土地，一個需要修建的城。這位立下不少汗馬功

勞的戰士，只得一塊有如安慰獎的瘦山地。他那從神而來的

平安，其清高的屬靈質素，實使人敬佩不已。他令我想起曾

經有人請耶穌吩咐他兄長和他分家業時，耶穌說：「你們要

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

富。」(路12:15)倘若當時此人好好唸一下《約書亞記》，
可能會影響他把價值觀稍為改變。

四十年的曠野飄流，兜兜轉轉，最後終於落腳下來了！

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在我們人生的曠野中，人一樣是不

斷軟弱跌倒，神也是不斷有憐憫、有供應和有預備，不斷興

起如雲彩般的見證人，像約書亞般為祂的國度爭戰。如今更

因著上帝愛子耶穌成就了救恩，我們必在這人生的戰役裏得

勝，最後得進美地，就是我們所盼望的新天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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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迴 響] [迴 響] 
✑ 于 薇

當我邀請人來參加查經班，不

少聽見要做功課就不願考慮

了。凡參加聖經信息查經班的，一

定經歷過抄寫聖經回答問題。抄寫

花時間很多，又慢又沉悶，恨不得

快點抄完。有時真的希望牧師的問

題應多點注重經文大意，或是讀後

感受，或是如何應用在生活中，既

可以簡單回答，又不用長篇抄寫，

我們不想好像小學生作不需思考的

回答。我們喜歡查經，但不想付出

太多的時間代價，也不喜歡搬字過

紙的無意義活動。但這個查經班仍

吸引了一批人。

以前(參加聖經信息查經班之

前) 我曾嘗試過不同的讀經方式，

靈修式、讀禱式、六何法、歸納

法、分析法、速讀法、主題式、背

經法⋯⋯。但是把聖經一節、一

節，甚至一段、一段抄下來，真的

只有在聖經信息查經班上才開始練

習。沒想到竟然有這麼多新發現。

在查經班裏，同學們都很勤

勞地把功課做好，給我很大的挑

戰和鼓勵。所以學習不埋怨，落實

去做。每次先禱告，求神把祂的話

打開。有同學提醒我以禱告開始，

由聖靈引導打開我們的心。把當天

要讀的聖經先看一、二遍，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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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看一下，心中作答有數。再把問題紙的空

白位置計劃一下，可以如何安排答案寫在那

裏。然後存感謝的心回答問題，抄寫聖經。

鄧牧師設計的問題，幾乎每節經文都會用

到，所以都要抄寫。漸漸發覺自己從未那麼

留意到經文的真實內容。

‧ 只有抄寫才能仔細觀察。那些重複的字

句，那些對神的稱號，那些我以為不重要

的，常常省略過去的，現在都因慢慢地抄

寫而突顯出來了。很多時候，心中恍然大

悟，感恩不盡。

‧ 因此邊抄、邊禱告、邊感恩，有如與神互

吐心聲，越來越甜蜜、越滋味了！

‧ 正因抄的時候長，可以體會神的同在何等

甘甜！

‧ 抄得仔細，不會錯漏了神的意思。每字每

句的寫，非常親切。

‧ 不論場境、人物、時空都包圍了我，有如

親歷其境！對整件事情，有深入了解互

動，有如神直接在導演整個程序，而我也

竟然在場觀看或參與！

‧ 以前我讀新約聖經較仔細，對舊約聖經總

是匆匆忙忙的看看，惟有在查經班裏才仔

細抄寫、觀察摩西五經，約書亞記，士師

記⋯⋯。

‧ 從來沒有想像過時光倒流數千年，抄寫聖

經時，好像神把當時祂的感受告訴我(其

實是對當時的以色列人說的）。

‧ 今天神本意要我怎麼回應祂，祂已經恩典

滿滿的賜福，我若忽略了，只按己意去

回應祂，祂會何等失望呢？所以我願小心

謹慎地讀及抄祂的話，免得錯失了祂的提

醒。

‧ 以前在經文中，我會以為某人物是主角，

抄時才發現神是作者，祂才是主角。

‧ 漸漸地，不單是怕錯失，而是愈來愈愛抄

寫了，有如讀情書、抄寫情書，充滿愛意

了！

‧ 感謝神賜我機會抄寫聖經。

‧ 感謝神，牧師的問題指引我們要留意的重

點，幫助我們明白聖經。

這不是說我常常那麼灑脫屬靈，我是常

常軟弱受不起試探的。神賜我這樣多的領受

和恩典，本該在愛中勤奮抄寫才對，但我仍

舊受不夠時間的困擾、抄不完的煩惱，想放

棄的念頭不停出現，正如活在世上，時刻有

試探磨練向我招手，一不留神就會跌到，我

就知道：不是靠我的努力，而是緊緊倚靠神

才能達到。但願我們有信靠神的心、尋求神

的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

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祂賞

賜那尋求祂的人。」(來11:6)「你們親近
神，神就必親近你們。」(雅4:8)



[迴 響] [迴 響] 

我心靈立時為之顫動，這豈不是刻劃了

在《出埃及記》中，神向埃及全地施

行第七災的情況嗎？神吩咐摩西向天伸杖，

便打雷下雹，有火閃到地上，冰雹與火攙

雜，雷霆萬鈞，勢不可擋。同時亦乍見當時

以色列民，在曠野漂流後遵神命建造會幕，

完工之時，耶和華的榮光充滿會幕，神答應

與他們同在，領他們進應許之地。

八月底時在 Town Hall 預習獻唱韓德爾
的「彌賽亞神曲」時，當唱到「哈利路亞」

那一段曲，我再一次深受感動，好像看到神

的榮耀降在會幕中，祂的榮耀充滿全地！

轉眼間「摩西五經」便快查畢，在查

經班中研讀鄧牧師精心預備的課程裡，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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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超賢

✑ 蔡陳中慧

在《出埃及記》裏我們就認識了約書

亞，他年輕時的業績已經十分輝煌。

首先，當以色列人出埃及過紅海來到曠野

後，有亞瑪力人來到利非訂要與他們爭戰，

是約書亞按照摩西的吩咐率領百姓出戰，他

爭戰十分勇敢，後來神讓以色列人得勝，約

書亞用刀殺了亞瑪力王和他的百姓。

按照神的吩咐，摩西上西乃山去領受

神賜給以色列人的律法，而約書亞在山下

40天不離不棄，始終如一。還有就是當摩

西打發12個人去窺探迦南地回來匯報時，

有10個人大肆渲染迦南地的城邑如何堅

固、亞納族人的身量如何高大，我們與他

們相比就如蚱蜢一樣，如果硬要進去，必

然倒在刀下。這些危言聳聽引得全會眾心

都消化了，於是吵著另立首領，轉回埃及

去，就在這危及以色列民族生死存亡的關

鍵時刻，同去窺探的約書亞和迦勒不顧個

人安危，挺身而出竭力勸導以色列人只要

堅持信仰，有耶和華同在，就必能戰勝貌

似強大的敵人，進入那應許之地，同時嚴

厲譴責那報兇信及其追隨者的背叛行為。

約書亞事事信靠神，他一直忠心跟從

神，就在摩西去世以後，年約80歲左右的

深體會全能者的大能、信實、公義、憐憫。

從創世時，人的驕傲、對神的懷疑，

受魔鬼引誘，離棄了神，但祂從不放棄尋找

我們，因著亞伯拉罕的信心，應許他的後裔

成為大國，萬邦藉他得福。但人心敗壞，頑

梗，神要人們學習改變歸向祂，甚至差祂的

愛子耶穌，降生在以色列家，在世向人傳揚

真理、救恩，並以無罪之身如羔羊般獻上，

作為人類的贖罪祭，更在第三日復活，使我

們不為死亡毒 的威脅，因祂己力我們得勝

了！

神昔日應許與以色列民同在，住在他

們中間，如今我們何等有福，因著歸信主耶

穌，神仍與我們同在。

約書亞被神揀選，作為接班人成了以色列

民的領袖。神愛他幫助他，多次告訴他：

「不要懼怕，要剛強壯膽」，神承諾與他

同在。(書1:9)他接棒以後奮起率領以色

列人憑信心過了約但河，過河後又連年征

戰，所向無敵，擊殺迦南地31個王，把神

應許賜給以色列人的大片流奶與蜜之地控

制在手，最後在神面前通過抽簽，把這些

美地分給以色列九個半支派為業，圓滿順

利地完成了神交付他的重任。

約書亞的侍奉道路始終如一，神怎樣

吩咐，他就照樣而行，即把從神那裏得來

的信息，原原本本地傳達給會眾，不靠天

賦，不靠口才，只靠聖靈的大能，這樣就

必看見神的榮耀。在他老邁離世前，他又

當眾說出「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

耶和華。」(書24:15下）這是他的誓言，

他說出這樣鏗鏘的言語，擲地有聲，這也

是他多年來屬靈經歷的總結。

縱觀約書亞一生，其年輕時代已有

美好的根基，在摩西去世後他肩負重任，

與神交通更密切，直到年邁不改初衷，信

仰堅定，老而彌堅，是我輩銀髮老人的楷

模。

八月的第一個主日，崇拜開始不久時會眾肅立，齊唱詩歌頌神： 

【齊當俯伏拜】(頌主聖詩，第29首，第1&2節)
齊當俯伏拜榮耀大君王！主權力仁慈須同心頌揚！

主亙古如盾牌，護我免災害，榮光罩若宮庭，頌聲環如帶。

主權能慈愛，我等當頌讚！光輝是主袍，穹蒼是主幔；

黑雲內藏雷電，主當華車乘；狂風追逐暴雨，主當道路行。

請繼續聆聽：

【齊當俯伏拜】(頌主聖詩，第29首，第3&4節)
大地浮空間，滿藏珍與寶，全歸主能力，不絕施創造；

主命全愛全權，萬物即建立，主使碧海、蒼波，周圍繞大地。

人舌何能述，我主關切心，主使風吹拂，主使光生明，

主使高山泉源下注遍平壤，主使甘霖、時雨，潤澤各地方。

啊！真是神恩浩蕩，這樣微小的我們，竟受三位一體的真神所眷愛！

快來吧！不要倣傚昔日以色列民的叛逆頑梗，齊向永生神屈膝俯伏吧！



[迴 響] 

神揀選以色列人作祂的選民，給他們帶

應許的諸約，是無條件的、是單方面

的。神藉摩西與選民立律法之約則是雙方面

的、有條件的。賞罰的原則是遵主命的必蒙

福，逆主言的必遭禍。兩位偉大的舊約領袖

的遺訓都叮囑選民要作明智的抉擇。

摩西臨終前呼天喚地勸喻子民：「我

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

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申

30:19)依常理，選民應該揀選守律法，行
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看為善的事(申6:17; 
12:28)，好蒙神賜福。世上的宗教，撇開沒
有永生的盼望外，大多含有因果報應，但不

是荒誕不經，便是模稜兩可；唯獨選民才有

此絕不含糊且有神保證的蒙福途徑，可說他

們自己便能掌握個人與民族的命運，真可謂

得天獨厚。不知他們會否以生為選民感到自

豪？為有應許的諸約感恩？還是覺得一切非

我所願，能另闢蹊徑才是最好呢？

有些未信的人批評基督徒的父母將小孩

子從小帶入教會，以致小孩子未有機會接觸

別的宗教便信主了。沒有選擇好像不公平，這

也不難理解，因現代人都想爭取「民主」，就

是不要「神主」。且看約書亞如何挑戰以色列

民。

經過不多久，摩西的接班人約書亞亦快

要離世，他挑戰以色列民選擇事奉的神：「

若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好，今日就可以

✑ 小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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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所要事奉的:⋯..至於我和我家，我們

必定事奉耶和華。」驟聽起來，好像他們終

可有所選擇了，只是離棄耶和華去事奉外邦

神的後果就是死路一條   – 「耶和華在降福之

後，必轉而降禍與你們，把你們滅絕。」(書

24:20)當時，以色列民三次慎重宣告他們必
事奉耶和華 – 他們的神，聽從祂的話 。

歷史記載約書亞在世和約書亞死後，

那些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諸事的長

老還在的時候，以色列人事奉耶和華。(書

24:31)

可惜當進入士師秉政的時候，各人便

任意而行，他們選擇了不聽神的話，正如摩

西所預言：「我知道我死後，你們必全然敗

壞，偏離我所吩咐你們的道，行耶和華眼中

看為惡的事，以手所作的惹祂發怒；日後必

有禍患臨到你們。」(申31:29)人類天性反
叛，選民亦常人。當選民不能活出聖潔國民

的模範時，神就對他們明知故犯的罪行施以

嚴峻的管教，神亦以選民的失敗作為給世人

的反面教材、神忿怒審判的活現。

首先，我們要感謝神先揀選了我們(弗

1:4，約15:16)，今天我們要作的明智抉擇
是事奉主而非別神，包括名利、事業及一切

今生的東西；不是本於求福，因為祂已賜給

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弗1:3)，乃是先
求祂的國和祂的義(太6:33)，為祂多結果
子，使天父得榮耀(約15:8)。

[協會消息] 

還記得在2011年2月尾第一次參加了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BESA)

所舉辦首次的同工退修日，我和太太Ella
之後的每年都有參加。因為在退修日中，

我們不但有機會和其他BESA同工相聚一
處，在關愛中互相建立、肢體上互相事奉

和去榮耀神。

今年2015年的BESA同工退修日，定
於8月22日星期六進行。我和Ella一早就
期待這天的來臨，因為在退修日當中，有

詩歌分享的「歡心讚頌」、有牧師帶領的 

「聆聽主言」時間、有「小組分享」、還

有同工帶領的「集體遊戲」和「共享愛

筵」的午餐團契，及最後的集體互相勉勵

分享和感謝/結束祈禱等等。感謝神，那麼

多活動，真是多姿多釆呢！

今年，對我和 Ella  多了一份驚喜， 
「驚」的就是 BESA 董事同工的
邀請作2015年同工退修日的籌備
委員，「喜」的就是有幸我們有

機會在籌委會中的事奉和學習。

當中的委員也包括Alex  Ng弟
兄、 Shelley Zeng  姊妹和  Alan 
Wu弟兄。我們在主內同心一意地
籌劃，互相支持，互動互助的經

驗交流，主內其他BESA同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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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ncent Cheung 

參與和支持，肢體的代禱等等，使我們能

妥善和安穩的去籌辦這個退修日的事工。

今年同工退修日的主題是「重燃火

熱、愛心服侍」，見到同工肢體們的熱

心互助和參與，感謝神！更多謝謝友德

牧師(BESA顧問牧師)在他百忙中仍能
夠親臨我們當中作帶領、分享信息及提

點。BESA主席鄧英善牧師這次不能在我
們當中共享甘甜，但多謝他為我們的不住

祈禱、帶領和鼓勵，再次感謝兩位牧師。

雖然今年的退修日場地不是過往幾年

的Bulayu House in North Parramatta，
而是Mount St. Benedict Centre in 
Pennant Hills, 但同樣地我們都能夠享受
上帝給我們的供應和引領。感謝上帝，我

們當把榮耀歸給祂，因為祂是我們至高至

大的天父。阿們！



2016年课程可自选地点及时段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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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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記上、下（代上10-29章） 林前、門、俄

 書、士、得

[收支簡報]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2015/16年度首季
 1/7/2015- 1/7/2014- 
 30/9/2015 30/6/2015 
 $ $
學費及售賣聖經收入 3,243.61 11,340.53
奉獻 20,723.60 64,771.78
其它收入 160.88 184.73
總收入 24,128.09 76,297.04
銷售成本及開支 26,965.87 88,649.89
期間盈餘/(不敷) (2,837.78)  (12,35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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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消息]

感謝神的帶領和保守，聖經信息協會 (澳洲) 
明年便屆成立十週年了，到時鄧英善牧師會親
臨澳洲，主持一連串慶典活動：

4/11/16-12/11/16 感恩慶祝活動 
13/11/16 感恩聚餐 

請踴躍參與籌備，並預留時間參加!

	 西南区  周一(日间) 国、粤语 周一(日间) 国、粤语 
 西雪梨华人基督教会  15/2/16 ~ 4/4/16 (7周)*   25/7/16 ~ 12/9/16 (8周)
 90 Homebush Road,  2/5/16 ~ 30/5/16 (5周) 10/10/16 ~ 31/10/16 (4周)
 Strathfield, NSW 2135

 西 区  周一(夜间) 国、粤语 周一(夜间) 国、粤语
 宣道会希伯仑堂  15/2/16 ~ 4/4/16 (7周)* 25/7/16 ~ 12/9/16 (8周)
 51 Hawkesbury Road,   2/5/16 ~ 30/5/16 (5周) 10/10/16 ~ 31/10/16 (4周)

 北 区  周一(夜间) 粤语 周一(夜间) 粤语
 Chatswood  15/2/16 ~ 4/4/16 (7周)* 25/7/16 ~ 12/9/16 (8周)
 Church of Christ  2/5/16 ~ 30/5/16 (5周) 10/10/16 ~ 31/10/16 (4周)  
 365 Victoria Avenue,    
 Chatswood,

   周二(日间) 粤语 周二(日间) 粤语
 NSW 2067  16/2/16 ~ 29/3/16 (7周) 26/7/16 ~ 13/9/16 (8周)
     3/5/16 ~ 31/5/16 (5周) 11/10/16 ~ 1/11/16 (4周) 

 南 区  周二(夜间) 粤语 周二(夜间) 粤语
 华人恩典基督教会   16/2/16 ~ 29/3/16 (7周) 26/7/16 ~ 13/9/16  (8周) 
 1A, Kensington Street,  3/5/16 ~ 31/5/16 (5周) 11/10/16 ~ 1/11/16 (4周)
 Kogarah, NSW 2217

 西北区  周三(日间) 粤语 周三(日间) 粤语
 播道会活石堂  17/2/16 ~ 30/3/16 (7周) 27/7/16 ~ 14/9/16 (8周)   
 5-7 Castle Hill Road,  4/5/16 ~ 1/6/16 (5周) 12/10/16 ~ 2/11/16 (4周)
 West Pennant H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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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16 ~ 31/3/16 (7周) 28/7/16 ~ 15/9/16 (8周)
 2/4 Gladstone Road,     5/5/16 ~ 2/6/16 (5周) 13/10/16 ~ 3/11/16 (4周)
  Castle Hill, NSW 2154

讲师： 邓英善牧师 (媒体播放) *28/3/16為復活節公眾假期，停課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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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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書、士、得》的研讀本月中便順利完成，有二百五十人

參加，其中有慕道的朋友。求神的真道感動慕道學員早日信主。

 感謝神！帶領 22/8 同工退修日，謝友德牧師預備主題信息和分組
討論題目，用神的話語建立眾同工得以「重燃火熱，愛心服侍」。

 感謝神！Sydney，Melbourne ，Adelaide 和 Perth 的幾間教會仍持
續在教會內開辦聖經信息查經班，求神保守弟兄姊妹繼續渴慕神的

話語。

 求神親自吸引更多報讀《撒母耳記上/下》和《林前、門、俄》 

查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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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預備查經班的事奉人手，及協會經濟上的需要。

 求神興起籌辦明年十週年感恩慶典的人手，並預備場地和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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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2 1010   Mobile: 0411 318 260  
Email: BES.AUS@bibleexposition.org

www.bibleexposition.org   版權所有 免費贈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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