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拿供物來進入他的院宇。
當以聖潔的妝飾敬拜耶和華，全地要在他面前戰抖。（詩篇 96:8-9）
「敬拜」（worship）一詞是由 worth 與 ship 所組成，所以敬拜
神是指把神應得和配得的榮耀歸給他。在舊約希伯來文中，
「敬拜」是 hishtawah，含有鞠躬、吻手之意，表示謙卑的意
思；新約希臘文是 proskynein 則有俯伏跪拜之意。因此敬拜神是
敬畏神又帶有愛之感情。在敬拜中，我們要對祂發出敬畏、感
謝、讚美及愛戴。
1.主耶穌說：人要「用心靈」和「按真理」來敬拜神（約四 23-24）：
• 用心靈：因為神是個靈，人須要在心靈裡敬拜、仰望、親近神，才能與神相遇。
• 按真理：因為神是真理，人要在真理裡去認識、面見、親近神，才能與神相遇。
正確敬拜的心態乃在於信徒一心要去尊崇神，願獻上自己，帶來生命的更新和生活上的改變，
只有這樣的敬拜才能真正滿足神的心，不至於虛有其外表，卻失去了最重要的實質。
2.主日崇拜既是個嚴肅會，也是個歡慶會：
• 從創造來看：神是我們的創造主，我們是祂的子民，朝見至威至榮的上帝，應當要有敬畏
嚴謹的態度：
• 從救贖來看：神是我們的救贖主，我們是祂的兒女，投向至親至愛的天父，自必會有輕鬆
愉快的心情。
我們必須在敬畏但掩不住愉快、輕鬆但絕對不輕佻的心情和態度裡敬拜天父創造主。
3.主日崇拜基本上有幾種敬拜的模式：
• 禮儀式 (Liturgical)：禮儀宗派各有自己的崇拜禮儀和意義。
• 傳統式 (Traditional)：著重傳統的聖詩，神話語的教導；程序要莊重安靜平穩地進行。
• 現代式 (Contemporary)：著重現代活潑的音樂，多樣的樂器，個人感受的舒發和體驗。
• 靈恩式 (Charismatic)的崇拜：著重會眾的投入，即興去經歷聖靈的臨在和權能。
各個教會可在不同的節期之中，有智慧的融會及結合不同模式，設計一個適合的崇拜模式。在
平常的主日，整個主日崇拜的可以與詩歌、講道或節期（尤其是教會的節期）配合，作一個整
體的設計或安排，叫整個崇拜合成一體，會眾也在一個方向裡與神相遇。
4.不論是那一種崇拜模式，「敬拜」的真義總在於「與神相遇」。
所謂「與神相遇」，就是會眾的心靈在崇拜裡得以看見神，親近神，繼而得以在心靈裡與神相
交。所以「主日崇拜」不只是讚美、學道，最重要是透過讚美與學道等程序，叫信徒與神相
遇，生命因而得著建立、更新和激勵。
5.「主日」不是「安息日」。
我們不是透過守主日去遵守十誡裡「要守安息日」
的誡命。不過，主日卻是個很能夠讓我們經歷與神
同在的安息的日子；在主日崇拜裡與神相遇，就更
是這樣一個享受安息的時刻。
6. 我們必須真誠地反省每次主日崇拜。我們的心態是存心藉著敬拜歸來榮耀神，按著聖靈的
引導用真誠的心將讚美和感恩呈獻給神，並且能將所領受的落實地實踐在生活中？神是輕慢不
得的，若我們獻上不合神心意的祭物（例如心口不一的讚美、隨便的聚會心態、遲到等），神
的回應將會是：「甚願你們中間有一人關上殿門，免得你們徒然在我壇上燒火。萬軍之耶和華
說：我不喜悅你們，也不從你們手中收納供物。」（瑪一 10）
下週繼續....
載錄自 http://www.ruthenpaul.com/sundayservic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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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歡欣感謝

路加福音 18:1-8
禱告不可灰心
379 歌頌主愛

每月第二主日

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源，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推薦（註：該委員會是由「西雪」的在任牧師，「華聯會」代表及其他教會的
牧師組成），並由執事會正式確認。謹此敬告，歡迎屆時出席觀禮，為 Andrew
Bardsley 的牧職一同作出認同，為 Andrew Bardsley 的事奉向神獻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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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須知：
(1) 除不得已外，絕不遲到早退； (2) 安靜默禱，預備心靈敬拜神；
(3) 同心唱詩讚美，同聲說阿門； (4) 專心聽道，樂意行道； (5) 會後分享相交，代禱服事

會務報告
1.

主裡衷心歡迎新朋舊友來參加主日崇拜，願主賜福與你。會後請留步享用茶點和
愛宴午餐，彼此團契。

2.

凱登園華語堂禱告會於每月第四個星期三晚上 7:30 舉行，請弟兄姊妹積極參加。

3.

請繼續為 CPM 堂尋找牧者禱告。

4.

凱登園華語成人主日學課程如下，請弟兄姊妹積極參加。上課時間為每主日 9:00
課程：塑造主生命：門徒訓練：品格篇 導師：林寳順弟兄，曾秀恩姊妹
課程：舊約導論
導師：冼鳳珍姊妹
課程：一步一步學申命記
導師：何素娥傳道，馮穗豐姊妹
另外，凱登園華語堂有三個查經小組，詳情如下：
(1) Summer Hill 小組，每月逢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五晚上，請聯絡何素娥傳道
(2) Hurstville 小組，每月逢第四個星期五晚上，請聯絡林寳順弟兄
(3) 青年團契，每月逢第二及第四個星期六

5.

本堂何素娥、冼鳳珍和曾秀恩三位姊妹於昨天已赴 Melbourne 參加為期共六天
（3/7 至 8/7）的「訓練三福教師」課程，請代禱。

6.

7.

母會國語堂鄧珮華姊妹（Jennifer）的媽媽鄧陳澄淑女士於 6 月 27 日安息主懷，
追思禮拜將於 7 月 6 日星期四上午十一點在母會舉行，求主安慰家人。
執事會通告：教會將於 7 月 16 日 2:00pm 在母會正堂為 Andrew Bardsley 傳道舉
行按牧典禮。Andrew Bardsley 傳道的按牧程序是經過「按牧委員會」的評審及

8.

「宣教差傳」特别報告
• 請把填妥之 2017-18 年度「宣教差傳信心認獻」回條，在收奉獻時，一併
放在奉獻袋中。如未領取上星期所派發之「宣教差傳信心認獻」附頁，
可在司事桌上索取。(請注意；凱登園華語堂是用「金黃」色的表格，而
其他堂會是用不同顏色的表格)
• 教會亦印備了精美「宣教差傳」日曆，讓我們可以經常為宣教士及宣教
事工禱告。請每家庭在司事桌上領取一份日曆。
• 除了在禱告中記念所差出去的宣教士們，亦請為以下幾位年青人所參與
的短期宣教旅程代禱。其中包括有 Jasmine Lepelaar (CP10) 在斐濟四個星
期的短宣學習；Andrew Lin 林嘉誠 (S9 English) 在東南亞地區 3 星期之短
宣 (6 月 27 日已出發) ；Alex Tan (CP10) 將於 7 月底出發，到阿姆斯特丹
參與為期一年之 ‘Shelter Hostel’ 義工，藉機會向住宿者傳講福音。請在禱
告中記念他們在行程中有神的保守與同在，在參與中學習，並在不同的
崗位中，為福音作「鹽與光」的美好見証。

崇拜事工輪值表
講員
主席
讀經
經文
講題
領唱
聖詩
司琴
電腦
迎新招待
兒童主日學
茶點
午餐
數點獻金

本週 2017 年 7 月 2 日
黄彼得牧師
沈俊良弟兄
郝紅霞姊妹
路加福音 18:1-8
禱告不可灰心
孫蘭君姊妹
18, 379
Sophia Xu 姊妹
沈俊良弟兄
嚴雪敏姊妹，陳明法弟兄
洪立娟姊妹，王靈馨姊妹
林珠姊妹
郭文香姊妹
林寶順弟兄，沈俊良弟兄

下週 2017 年 7 月 9 日
邵海東牧師
林寶順弟兄
洪立娟姊妹
約翰壹書 1:5-10
團契相交之道
余寧，王靈馨姊妹
21, 434
洪光瑩姊妹
王京松弟兄
嚴雪敏姊妹，陳明法弟兄
馮穗豐姊妹，陳萍姊妹
黄高星姊妹
林寶順弟兄，沈俊良弟兄

祢一切的訓詞，在萬事上我都以為正直，
我卻恨惡一切假道。
所以我愛祢的命令勝於金子，更勝於精金。
（詩 119:128，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