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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英善牧師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提摩太前書》、《提多書》、

《瑪拉基書》的研讀

神愛世人，賜下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捨命流血在十

字架上，為人預備救恩。主耶穌用祂的寶血買贖教會(徒

20:28)。祂賜給世人的救恩是藉信稱義的救恩。神在創世

以前便揀選了我們(弗1:3-4)；賜下聖靈保證一切信祂的

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3:16)，一定能進入榮耀裡。 

(弗1:13-14;羅8:29-30)。祂也賜下有恩賜的人(使徒、先

知、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弗4:11-12)。祂也賜下屬靈的恩賜給每一

個信了耶穌的人，讓他們可以在教會裡事奉神。(羅12:3-8;
林前12:4-11;彼前4:10-11)。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西1:24)，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

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3:15)。神賜牧者給教會來作

牧養和餵養信徒的工作。牧者(牧師、長老、監督、傳道)就

是神的僕人。牧者要把神的教會牧養得好，他必須清楚知道

自己的身分和恩賜。他要有愛心，有牧者心腸。教會需要的

是牧者，不是雇工。主耶穌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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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好牧人有牧者心腸。《帖撒羅尼

迦前後書》、《提摩太前書》、《提多書》

、《瑪拉基書》：這幾卷書對牧者牧養教

會，有很大的幫助。

I.《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讓我們清楚看到

保羅的牧者心腸。他牧養帖撒羅尼迦教會的

信徒，如同母親溫柔的乳養嬰兒，勸勉他

們、安慰他們、囑咐他們各人，正好像父親

待自己的兒女一樣，要叫他們行事對得起那

召他們進神國、得祂榮耀的神。保羅關心帖

撒羅尼迦教會信徒的受苦、處境和成長。

II.《提摩太前書》、《提多書》

《提摩太前後書》與《提多書》這三卷

書被稱為「教牧書信」。保羅寫這三卷書

主要的目的是：教導牧者(牧師、長老、監

督)和傳道人如何牧養教會；這是每個牧者

都必讀的書信。牧養教會必須先了解神的心

意，要照主耶穌基督的心意牧養，而不是照

世界的方法或人的作為去行。教會的行政組

織應是由合資格的牧者帶領，合資格的執事

協助，及明白自己屬靈崗位的弟兄姊妹願意

好好受裝備，參與服事，彼此配搭。今天教

會面對的挑戰，是到底由誰來裝備信徒領袖

參與教會的事奉？牧者自己本身的心志、呼

召、對聖經的認識、恩賜、屬靈的生命究竟

如何？到底長老是甚麼人？合資格的屬靈領

袖不願作執事；而不夠資格，不該作執事

的人卻作了。許多人不明白執事的職責是服

事；執事會不是董事會，不是權力鬥爭的地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2017年 5月 第二十二期   [03]

方。會眾的屬靈生命是不是不冷不熱？是否

願意接受裝備？是否願意服事主？這些都是

信徒常常衍生出的問題。牧養教會是要按照

神的心意，把人完完全全地帶到神面前(西

1:28)；讓教會成為一間合神心意，蒙神喜

悅的教會。在新約時代，神是藉著教會把祂

的恩典和救恩傳給世人。

保羅寫《提摩太前書》時，是把提摩太

留在以弗所，要他牧養在以弗所的教會。以

弗所教會在當時已經是一間相當成熟的教

會。保羅曾在這教會有三年的時間，其中有

兩年還在推喇奴的學房天天辯論(徒19:8-
10)。以弗所教會是一間明白真道的教會 

(參啟2:2)。保羅要提摩太以美好的榜樣來

牧養照顧這教會，處理教會長老的問題。

保羅為提摩太說明長老和執事的資格(提前

3:1-13)。

保羅很早已認識提多，在他開始三次佈

道旅程前已認識他。保羅把外邦教會的慈善

獻金，帶去幫助在耶路撒冷的猶大信徒時，

把提多一同帶去(加2:1-4)。提多是希利尼

人，當時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們，沒有提出要

求，要提多受割禮；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證

明，使徒們和保羅的信心一樣：外邦人和猶

太人一樣，都是藉信稱義。外邦人藉信稱義

是不用靠行割禮的。

保羅把提多留在革哩底島，要他將那沒

有辦完的事都辦整齊，又照保羅所吩咐他

的，在各城設立長老。當時在革哩底島上各

城裡雖有教會，但組織仍未算完善。教會其

中最大的需要，是要設立合資格的長老(牧

師、監督)作教會的屬靈領袖。《提多書》

和《提摩太前書》最大的分別是：提摩太是

牧養一間在組織及教義上都相當成熟的教

會，而提多卻是要協助一些剛開始，在組織

上還未完善的教會。教會若要宣教，要先被

建立起來，《提多書》是一卷很好建造教會

的參考書。

III.《瑪拉基書》

在舊約時代，神是藉以色列國度來見證

祂的信實和救恩。地上萬族要因以色列人得

福。在以色列的國度，神興起士師、先知、

君王和祭司作祂的僕人。祭司是以色列人的

屬靈領袖，祭司的責任包括：(一)代替百姓

獻祭；(二)把律法、神的誡命、律例、典章

教訓以色列人；(三)照管會幕(聖殿)。祭司

的職責與新約教會的牧師 (長老、監督) 相

等。

舊約裡的祭司是以色列國度的屬靈領

袖。可惜在以色列的歷史中，祭司們往往失

職。他們自己沒有守律法，更沒有把律例、

典章好好的教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犯罪，

又不肯聽從先知的責備而悔改；最後他們亡

國，被擄到亞述和巴比倫。被擄七十年後，

以色列人在波斯王的掌管下，允許他們回來

重建聖殿和城牆。可惜回歸的以色列人，並

沒有珍惜神給他們這莫大的恩典。回歸後約

一百年左右，他們又犯罪。最主要的原因是

祭司們先犯罪，他們藐視、褻瀆神的名；他

們自己沒有守律法，又不肯悔改，沒有給百

Dr. Patrick Tang

姓作一個好榜樣，沒有把律法教導他們，因

此百姓也犯大罪。這給今天在教會作牧者(牧

師、長老、監督)、傳道人的，一個很大的提

醒和警戒。牧者們要從《瑪拉基書》好好學

功課，千萬不要作當日祭司們所作的。

教會需要牧者和主的道。牧者很重要

的責任是：傳道，講道，護道。牧者要好

好準備信息，以致主日的講台有神話語的

供應，也要裝備信徒(要把主的道好好地教

導信徒)。求主恩待教會的牧者，作一個好

牧人，牧養教會，傳福音，使教會有美好

見證，榮耀主的名。

1.   我們先在這課程讀《提摩太前書》和《提多

書》。《提摩太後書》和《哥林多後書》會在第

三期的課程中編排在一起研讀。《提摩太後書》

的重點是如何作主的精兵(主僕人本身)，與《哥

林多後書》所提保羅作基督使徒的職事有許多相

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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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埃及買馬匹，跟著立外邦女子為妃嬪，這

是神一早警告不可做的，「因為她們必誘惑

你們的心，去隨從她們的神。」(申17:17，
王上11:2)，他的心偏離了神，行耶和華眼

中看為惡的事，所以神要懲罰他，真替他感

到可惜。其實神曾兩次向他顯現，吩咐他不

可隨從別神，他卻沒有遵守耶和華的吩咐，

可見單單知道有神，知道神的話語是不足夠

的，我們必須相信祂和順服祂吩咐，並且在

日常生活上、工作上和抉擇上，將神的吩咐

應用出來，慢慢就能經歷到神給我們的吩咐

是對我們有益的，因祂深知道我們的軟弱，

靠著自己不能堅強的對付罪。 

所以參加查經班，對於我這個不識思

考和看了又忘記的人是有幫助的，因為在查

經時，鄧牧師會把相關的經文寫出，叫我們

知道事情發生的前因後果，使我對神的話語

有更深入的認識和了解，就有動力去遵行神

的話。

有
一個童話故事「三個願望」，相信很多

人都聽過。故事大概是：一對農民夫

婦，忽然得到天使的青睞，要賜他們三個願

望。於是夫婦倆費煞思量，如何用那三個願

望去得到最大的利益。正值想得頭昏腦脹的

時候，農夫覺得肚餓，不期然衝口而出:「真

希望現在有香腸吃。」立時間滿桌子都是各

式各樣的香腸。妻子頓時大怒，責罵丈夫如

此浪費一個願望。農夫不甘示弱回嘴:「但願

香腸黏著你的口，叫你閉嘴。」話還沒有說

完一條香腸已牢牢貼住她的唇，怎樣也拔不

脫。沒辦法，農夫只好用最後的一個願望，

說:「只希望一切都回復如舊」。這樣，三個

願望用完，他們卻甚麼也得不到。

查經班今個學期在查考《列王紀上下》。

這兩卷書裏面有兩個人物，也同樣各被賜一

個「願望」。第一個人是所羅門王。他即位

之初愛耶和華，遵行他父親大衛的律例。有

一晚耶和華在夢中向他顯現，對他說:「你

願我賜你甚麼?你可以求。」(王上3:5)所羅

門不為自己求壽、求富，卻求神賜他智慧，

使他可以辨別是非，去判斷眾多以色列民。

從所羅門王這個要求可以看到他的無私，憂

國憂民之心溢於言表，他希望神加添他的審

判能力，好使他能夠把公義彰顯於神的選民

中間。所羅門王因為這樣地求而得蒙神的喜

悅。除了應允他所求的智慧外，連他沒有求

的富足、尊榮，神也一併賜給他。後來所羅

✑ 曾潔卿

門王因著他的智慧而聲名遠播，以色列國在

他統治下，也以它的富強而雄視諸國。

先知以利沙是書裏第二個獲賜願望的

人。以利沙有感於對他亦師亦友的以利亞

即將離去，所以從吉甲一直依依不捨地跟著

他。當他們來到了約但河邊，以利亞問以利

沙可要求他甚麼。以利沙說:「願感動你的靈

加倍地感動我。」(王下2:9下)以利沙也沒

有為自己求財富、求權力、求名聲。他一定

知道在以利亞走後，先知的重任會落到自己

的肩頭上。他有信心去接續、繼承以利亞的

工作。但他或許感覺到有點兒任重道遠，也

希望得到師傅的肯定和指示，所以他期求能

有加倍的屬靈能力給他。結果他的請求獲神

應允。從那以後，他所行的神蹟奇事比他的

師傅更多，神一直眷顧他、使用他。

我們自己會如何去求我們的天父呢？會

否像那農夫一樣，既貪心又毫無準備？《馬

太福音》裏主耶穌教導我們當如何去求。我

們無需求喫甚麼？喝甚麼？穿甚麼？主說:「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

加給你們了。」(太6:33)所羅門王求智慧去

把公義立於國，先知以利沙求靈加倍感動他

以做好神的差遣，正是「先求祂的國和祂的

義」的最佳注腳。願聖靈幫助我們，帶領我

們禱告祈求，不是求神照我們的願望而行，

而是使我們的願望能合祂的心意，努力去為

主作工，榮耀主名。

我
在一個基督教家庭長大，自小就參與

主日學和青少年團契，在導師的教導

下，每天都有靈修的習慣，現在已活了大半

生，所以全本聖經包括《列王紀上下》都看

了起碼十幾次。雖然如此，我對所羅門的認

識只停留在他光輝的一面，包括神很愛他，

他建造神的殿，神賜他極大的智慧和財寶勝

過天下的列王。有一日，有一位姊妹告訴

我，所羅門晚年時隨從妃嬪去拜偶像，因此

他不能得神的喜悅，我真的不能接受，這些

事怎麼也會發生在所羅門身上呢？

剛巧今期查經班查考《列王紀上下》，

在功課上鄧牧師所出的問題一步一步帶領我

們，我才認識到所羅門如何從一個得著世上

一切名譽、地位、財富以及是神所愛的人，

變成一個神要向他發怒和懲罰的人。

所羅門的失敗是逐步逐步的，首先他在

小事上不遵守神所吩咐的律例(申17:16)，

✑ Andy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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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點

讀
《列王紀上下》知道北國以色列無一

個好王，南國猶大倒有八個好王，聖

經介紹這些好王時，說他們行耶和華眼中看

為正的事。按律法的應許，當神的子民聽話

時便蒙福。所以在好王當政時，國泰民安，

四境太平。然而好王也有軟弱跌倒之時，當

他們不聽話時，便蒙神的管教，甚至禍國殃

民。讓我們逐一來看這些好王的成敗：

1.  亞 撒

亞撒一生忠於耶和華，除掉列祖的一切

偶像，廢除孌童。他任內大部份時間國享太

平。後期以色列上來攻擊猶大，亞撒求亞蘭

王之助，去抵擋以色列，先見責備他竟不仰

賴耶和華，他的報應是此後必有爭戰的事。

亞撒惱恨先見，把他囚在監裏。那時亞撒也

虐待一些人民。亞撒晚年腳上得重病，雖致

此地步，他也僅求醫生，沒有尋求耶和華。

2.  約沙法

約沙法勵精圖治，國勢日趨富強，又

差臣子、利未人與祭司用律法書教導百姓。

可惜在大有尊榮資財時，約沙法不知甚麼

原因，屢屢與以色列走在一起，尋求建立友

邦關係，釀成日後己國的無數禍患。首先與

以色列王亞哈結親，讓兒子約蘭娶耶洗別的

女兒亞他利雅為妻；接著是應以色列王亞哈

所求，攻亞蘭所屬基列的拉末，此舉神視

之為幫助惡人；他也曾夥拍以色列王約蘭同

去攻打摩押。繼而又與以色列王亞哈謝合夥

造船，此舉是與惡人交好，神就破壞所造之

船。

3.  約阿施

約阿施可說是祭司耶何耶大養育成人

的，他的德政是修葺耶和華的殿。耶何耶大

死後，約阿施便隨群臣離棄耶和華，去事奉

亞舍拉和偶像，不聽耶何耶大兒子撒迦利亞

的警戒，且用石頭打死他，不念耶何耶大的

養育之恩。後來遇亞蘭王入侵，他送大量金

子求和，並沒有求助耶和華。最終約阿施是

遭臣僕刺殺而死。

4.  亞瑪謝

亞瑪謝打敗以東後，把西珥的神像帶回

國，立為自己的神，又怒斥勸戒他的先知。

他勝仗後意氣風發，隨即向以色列挑釁，結

果敗給以色列。最終亞瑪謝也是遭臣僕刺殺

而死。

5.  烏西雅（亞撒利雅）

烏西雅定意尋求神，他當王的期間，是

猶大國的全盛時期。他強盛後便心高氣傲，

擅闖殿的壇上燒香，干犯耶和華，結果遭神

降他大痲瘋，直到死日。

6.  希西家

希西家可稱為猶大國中最好的王，他

專靠耶和華，廢去邱壇，毀壞偶像。後來亞

述王犯境，他懼亞述王而奉上金銀求和，亦

有倚仗埃及的勢力敵擋亞述。最大敗筆是向

巴比倫使者炫富，以致在他死後一百年所有

財寶被擄掠一空，其中一子在巴比倫王宮當

太監。

7.  約西亞

約西亞命人修理聖殿時，找到律法

書，便招聚全民，念給他們聽，又在耶和

華面前立約，要謹守遵行這約。修完殿

後，埃及王上去救援亞述，約西亞在沒求

問神的情況下，便出兵抵擋埃及王，結果

被埃及軍射死。

以上七王都有行差踏錯的地方，還有

一好王是約坦，聖經倒好像沒記載他有任

何過錯。

我們可能不明白曾如此效忠神的好王，

竟會後期在歷史上留下污點。其實好王也是

人，聖經告訴我們世上一個義人都沒有。猶

太人厭棄神權統治，要先知撒母耳立王治理

他們，其實這是愚不可及的選擇，將民族的

命運繫於一個人(君王)的身上，是何等冒

險。神是信實公義的神，好王失腳時，祂也

不姑息，必報應在王的身上或在他的後代身

上。最理想的君王唯寄望千禧年國度的彌賽

亞王主耶穌，祂是和平的君，以公平公義使

國堅定穩固，直到永遠。



[迴 響] [迴 響] 

我
全心全意為鄧英善牧師的擺上來感謝

神，他愛神愛人的心有目共睹。多年來

從功課上所領受的，就有如啟蒙老師般，一

一將聖經裡神寶貴的話語，如明燈般照亮我

的心；每課的金句亦成為我行事為人的提醒

和幫助。多謝您鄧牧師，願主親自報答您的

辛勞，並保守祝福您和您的一家。

以下是我從功課中所領受的一些點滴，

願意和同學們一起分享。從《出埃及記》，

《利未記》，《民數記》至《申命記》，認

識到：

1. 由摩西上西乃山領受神律法的基石──

十誡，分別帶出神與人，並人與人之間

的正確關係。

2. 會幕的建造是神在以色列民當中的象

徵，會幕內外的一切，都是由神直接曉

諭摩西的，在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神特

別揀選了利未支派在會幕裡擔任聖職。

3. 神設立節期和不同的獻祭條例，為的是

要以色列人記念這位拯救他們脫離為奴

之家的耶和華；並要眾民過聖潔的生

活，免得褻瀆神的聖名，清楚列出應遵

守的聖潔和正義的誡命，包括違反道德

的刑罰。

✑ 盧鄭碧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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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摩西，這位謙卑，順服聽命，忠心的偉

大領袖多番的勸誡以色列民要：1)敬畏

耶和華；2)遵行祂的道，3)愛祂，盡心

盡性事奉祂。聽從神所吩咐的誡命必蒙

福；不聽從神的誡命，偏離神的道，去

事奉別神的必受禍。

5. 神是信實的，在民數記14:24神應許專

一跟從祂的僕人迦勒，要把他領進希伯

崙，他的後裔也必得那地為業，到約書

亞記14:6-15，迦勒的後裔的確得著此

地。

6. 耶和華有絕對的主權，祂揀選摩西作領

袖，領以色列民出埃及往應許地；選定

亞倫及諸子供職祭司。不容別人干預，

否則神的震怒必臨到，在《民數記》第

十六章，清楚記載挑戰領袖地位的後

果，可拉、大坍、亞比蘭，被神使地開

口，把他們和一切屬他們的都吞下去；

那二百五十個獻香的首領，亦被從耶和

華那裡出來的火燒滅了，眾民便明白這

些人是藐視耶和華了。

7. 耶和華是忌邪的神，絕對輕漫不得的。

《民數記》二十五章記載以色列人曠野

旅程的最後一站─什亭，以色列人拜

巴力毗珥，並與摩押女子行淫亂，神吩

咐把全體族長處死，懸屍示眾，可儆全

民。當全會眾為死者舉哀的時候，有一

以色列男子名叫心利的，竟然公開帶了

一名米甸女子進入帳棚中行淫，後經祭

司非尼哈用長矛將二人刺殺，這樣瘟疫

才止息了，那時遭瘟疫死的，有二萬四

千人。

8. 神所愛的必管教，對位高要職的更是

嚴厲。摩西因不順從神一句話能叫石出

水，視為違背了神的命令，沒有在以色

列人眼前尊神為聖，而不得入應許地。

今天，我們身在恩典時代，石版上的誡

命已刻在心版上；天父亦以愛子的寶血將我

們救贖出來，不再被罪所捆綁；舊事已過，

我們都變成新造的人了。願我們的心不再剛

硬，順從聖靈的指引，天天查考聖經，行在

主的真道上，榮神益人。

✑ 吳文燕

我
是一位老年人，但我成為基督徒僅

有兩年多的時間。這是我第一次參

加聖經信息查經班的學習，我很需要也

必須要學聖經，我相信通過學習，我在

屬靈成長方面是有益處的。

這次學習，通過接觸其他弟兄姐

妹，覺得自己在聖經內容了解等方面，

與他們有很大差距，更激起我要好好學

習聖經，多了解神的話語，這樣才能按

神的旨意做事，做神所喜悅的事。

但學習聖經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成

功，一定要持久，有恆心，有耐心，認

真的學，我相信天父一定給我加力，完

成此心願。

(作者來自基督教柏斯宣道會)



[收支簡報]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2016/17年度上半年
 1/7/2016- 1/7/2015- 
 31/12/2016 30/06/2016 
 $                       $

學費及售賣聖經收入 9,494.53 13,710.39

奉獻 38,566.70 75,952.45

其它收入 2,250.45 1,074.16

總收入 50,311.68 90,737.00

銷售成本及開支 49,031.92 91,897.65

 1,279.76 -1,160.65

十週年籌款活動淨收入 11,584.22 0.00

期間盈餘/(不敷) 12,863.98 -1,1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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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
讀《詩篇》很具挑戰性，全書合共

150篇，是古代以色列人對上帝的敬

拜和讚美，祈求和感謝，當中看到神的慈愛

與信實。

開始研經時都很害怕，可否明白神的心

意。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

便為有福。(詩1:2)

求主讓我歇力思想，跟隨主行是快樂

的！

從《詩篇》當中讓我看見神的選民以色

列人頑梗和悖逆，流放異鄉，但他們只要回

轉哀求神，神便不會離棄他們，神一定會施

下恩典和慈愛拯救他們脫離險境。

第五篇，大衛被列國圍攻時，也清早向

神祈求：耶和華啊，求你轉回搭救我，因你

的慈愛拯救我。(詩6:4)看出詩人投靠神的心

意！我們有否將神放在首位？我的保障就是

在神那裡，那裡就是我們真正的避難所。

《詩篇》16篇，神將生命的道路顯示：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

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快樂。(詩

16:11)看---神的眷顧，用說話也不能形容

的祝福。從大衛身上也學會對神禱告之重

要！

祈禱出來的力量，禱告是教我遵守神的

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意思。(詩143:1-10)

✑  Angela Lee

在《詩篇》裡也隱含神的救贖計劃--神的

獨生兒子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而死，復活且擔

當我們世人的罪！求神讓我們謹守祂的律法。

也讓我們甘心樂意跟隨主的腳 行。

神是忌邪的神：邪僻的事，我都不擺在我

眼前，悖逆人所作的事，我甚恨惡，不容沾在

我身上(詩101:3）

神是公義，祂不會以人有罪而變為無罪。

所以讓我對罪疚感重視！感謝主，讓我每天行

在祂的公義上是輕省的。

神也教導我們成為一個謙卑的人。(詩

131:1-3）

還有神教導我們要和弟兄和睦同居。(詩

133:1-3)

讓我們知道人生的道理從神的真理而來。

因主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

14:6上）凡跟從主的就必得著！

最後《詩篇》好像一個很盛大的樂譜。好

多字句都可以唱，所以我們一邊研讀，一邊歌

唱，讓我們更讚美神的偉大。並成為我日常的

金句，每時每刻緊記神的話語。詩歌除了頌讚

神之外，也是我們禱告的心聲！

我期待下次再開班研讀，接受神的話語裝

備，成為基督精兵！

阿們!

(作者來自墨爾本華人浸信會)

[迴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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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6國語培靈會「主耶穌再來的異象」 

(啟示錄1:1-20)

12/11/16粵語讀經日營「神掌權：神的末世計劃」 

(但2-5,7章)

13/11/16 感恩聚餐晚會，信息：「信心見證的生活–總

不動搖的信心和總不改變的敬虔生活習慣」(但1,6章)

培靈會和讀經日營皆有理想的出席人數，最後的感恩晚

會有來自不同教會的教牧長執、弟兄姊妹及朋友參加，

筵開卅二席。當晚節目內容豐富，除了鄧牧師的主題信

息外，還包括聯合詩班獻唱，及頒發新增的第一期結業

證書，聚會於感恩聲中結束。

[協會消息]

感謝神！澳洲聖經信息

協會於去年十一月慶祝

成立十周年的一連串活

動圓滿舉行，是次主題

為「神掌權」。鄧英善

牧師偕師母親臨悉尼，

主講以下公開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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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年感恩聚餐晚會－晚會剪影]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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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师：邓英善牧师 (媒体播放)

	 聚會地點点	 	 馬可福音(註)	 帖前後、提前、多、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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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17 ~ 7/8/17 (12周)  21/8/17 ~ 18/9/17 (5周)
  90 Homebush Road,      9/10/17 ~ 13/11/17 (6周)
  Strathfield, NSW 2135

  西 区      周一(夜间) 国、粤语
  宣道会希伯仑堂      21/8/17 ~ 18/9/17 (5周)
  51 Hawkesbury Road,       9/10/17 ~ 13/11/17 (6周)

  北 区      周一(夜间) 粤语
  Chatswood      21/8/17 ~ 18/9/17 (5周)
  Church of Christ      9/10/17 ~ 13/11/17 (6周)  
  365 Victoria Avenue,       结 论 20/11/17
  Chatswood,

     周二(日间) 粤语  周二(日间) 粤语
  NSW 2067   23/5/17 ~ 8/8/17 (12周)  22/8/17 ~ 19/9/17 (5周)
           10/10/17 ~ 14/11/17 (6周)
           结 论 21/11/17

  南 区      周二(夜间) 粤语
  华人恩典基督教会       22/8/17 ~ 19/9/17  (5周) 
  1A, Kensington Street,      10/10/17 ~ 14/11/17 (6周)
  Kogarah, NSW 2217

  西北区      周三(日间) 粤语
  播道会活石堂      23/8/17 ~ 20/9/17 (5周)   
  5-7 Castle Hill Road,      11/10/17 ~ 15/11/17 (6周)
  West Pennant Hills,    
  NSW 2125

      西北区      周四(夜间) 粤语
  澳洲华人宣道会迦南堂      24/8/17 ~ 21/9/17 (5周) 
  2/4 Gladstone Road,        12/10/17 ~ 16/11/17 (6周)
   Castle Hill, NSW 2154 

             

註：《馬可福音》是重開課程, 只限在列出地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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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信息查经班  
Cal-Bible Study Class 
(CB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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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提摩太前书】
【提多书】
【玛拉基书】

2017
「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
  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考查圣经，
      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徒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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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列王紀上下》的研讀本月中便順利完成，約有280人參加。 

求神的真道繼續建立學員的靈命。

• 感謝神！最近幾個月分別在 Adelaide、Sydney 和 Gosford 中海岸誕生了

三個新的聖經信息查經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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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保守弟兄姊妹有繼續渴慕神話語的心。

• 求神親自吸引更多人報讀 22/5 開始的《馬可福音》，和 21/8 開始的 

《帖前後、提前、多、瑪》查經班，一同在至聖真道上造就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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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謝神！本會邀得楊劍標弟兄自2016年5月起出任本會的義務核數師， 

又得羅勵鵬牧師於2016年11月加入本會的顧問牧師團。

[感恩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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