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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神賜您平安！
使徒信經

三

一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
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頌

普天之下萬國萬民，齊聲讚美父子聖靈；
三位一體同榮同尊，萬有之源萬福之本。阿們！

上週出席人數 Last Sunday’s Service
中文堂 Chinese
英文堂 Grace Haven
中文堂兒童 Ch. Children
英文堂兒童 GH Children
總

計 Total

93 人
49 人
15 人
9人

166 人

上週奉獻統計 Last Sunday’s Offering

建館貸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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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會竭誠歡迎各位新朋友來參加崇拜，和我們一起敬拜神。
教會每逢週三晚上 7:30 有禱告會，教會為提供弟兄姊妹方便，將預備
晚餐供應 6:30PM 開始，歡迎參加。
AWANA(兒童團契)將於 9/14 晚上 7:15 恢復上課，歡迎報名參加，現需
要教師數名，請與郭國威聯絡。
中文學校將於 9/8 上午 9:00 恢復上課，歡迎參加，請與黃衍佐校長聯絡。
詩班季會及平安團契將於 9/8 在 Dana Point 聯合舉行團契及烤肉活動，
歡迎參加，請與施凱旋聯絡。
週五查經班將於 9/7 上午 10:00 恢復查經，歡迎參加，請與葉懋德聯絡。
詩班及敬拜讚美團將於 9/6 晚上 8:00 恢復練唱，請與柯湘兒、黃郁貞
林佩珍聯絡，歡迎加入音樂事奉。
喜樂團契將於 9/4 在教育館聚會，講員:華武驎弟兄，歡迎參加。

代禱事項
1.
2.
3.
4.
5.
6.

求主聖靈持續作工，帶進教會帶進長期的復興。
求主擴大教會禱告的負擔(夏令期間 9/9 上午 9:30 仍有禱告聚會)上主日
上午禱告聚會有 11 人參加。
為主日學禱告，求主預備主日學的師資。
為卜牧師安息年休假三個月(9/03-12/03)出入平安代禱。
為 9/16 將開始的靈命導師班禱告，一對一帶領是落實靈命的上好方法。
為宣教委員會成員及(9/4)宣教會議代禱。

各項聚會及活動
日期
時間
9:30AM
禱 告 會
週日
11:00AM
兒童主日學
週日
7:30PM
禱 告 會
週三
5:30PM
以勒團契
週六
10:00AM
週五查經班
週五
8:00PM
詩班練詩
週四
7:00PM
AWANA(兒童團契) 週五
9:00AM
中文學校
週六
本週事奉同工
講
員 周同培牧師
主
席 郭國威弟兄
司
琴 游怡瑩
錄音投影 倪志明、華學成
兒童崇拜 雷月英、徐明杰、馮玉芬、張佳傑
幼兒照顧 顧素英
招待奉獻 黃舅蓉、陳劉莘娟、羅瑞珍、沈淑惠
停 車 場 李紹曾、何惠堯
午
餐 陳曾恩、邢磊明、徐明杰、華學成
周映秀
獻
花 羅瑞珍

地點/內容
聯絡人
副堂
周牧師
教育館
馮傳道
副堂
周牧師
詳情請看教會網站
陳淑珍
暑假暫停(9/7 恢復上課)
葉懋德
暑假暫停(9/6 恢復練唱)
林佩珍
暑假暫停(9/14 恢復上課)
郭國威
暑假暫停(9/8 恢復上課)
黃衍佐
下週事奉同工
Dr,William Nolte
蔡健德弟兄
游怡瑩
倪志明、華學成
陳 亭、張佳傑、徐思虹、徐明杰、黃 懷
顧素英
施 丹、周映秀、王桂華、何惠莉
張祖同、何惠堯
李增瀾、張世凰、謝志堅、馬素丹
黃衍佐
黃郁貞

主日信息：健康教會的剪影（腓立比書信息）（七）
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基督是主
讀經：腓 2:5-11；啟 5:11-14
引言： 腓立比書中最獨特的信息—基督頌
經文的獨特性: 最熟悉、最深奥、最難解的一段經文
來源、體裁、題旨、用字、核心內容
一、對神真實的敬拜
1.敬拜是一個籠統的概念；爲什麽？
2.敬拜是一個全人的舉動：身體、靈魂、心思、意志、情感
3.對神的敬拜，不能超過對真理的認識 （約 4）
4.神接受人的敬拜是根據人對於神啟示
(1)認罪 (2)交通 (3)成長 (4)敬拜
二、對於基督的獨特敬拜
1.敬拜他的尊榮：他是在一切之前先存的那一位：
（1） 本有神的形像
(2) 與神同等
2.敬拜他的虛己（他選擇倒空）
（1） 不以“與神同等”為可強奪的
（2） 倒空自己：一切全捨棄
有而不顯、能而不用、力而不取
3.敬拜他的行動：（道成肉身）
（1） 奴僕的形像（morphy）
（2） 人的樣式（schema）：救恩的“預備動作”
4.敬拜他的降卑（羞辱）與順服
（1） 十字架：降卑的道路
(2)
人性的掙扎與順服的得勝
5.敬拜他的受苦、受死：（隱藏的救恩論—完成救贖的救主）
（1） 十字架：神的智慧與能力
(2)由死亡得生命
6.敬拜他的高升與尊榮
（1） 復活的奧秘
（2） 升上高天、擄掠仇敵
三、終極的敬拜：基督是主（沒有冠詞）
1.《祂是主》，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2. 萬膝跪拜、萬口承認；（萬民）《祂是主》
3. 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萬物）《祂是主》
4. 使榮耀歸於父神：神性的和諧與完美

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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